
B019

■ 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6-01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4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2015年05月08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合计使用不超过35亿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可滚动使用上述资金额度。

一、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近期，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 ）签订了理财产品合

同，购买厦门国际“利利共赢”结构性存款产品1亿元，该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本次公司

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1亿元,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产品代码 年收益率 产品收益起算日 投资期限

大康牧业 利利共赢 1亿元 -- 3.90% 2016年01月27日 2016年04月27日

（二）产品收益计算

产品收益=本金金额×产品起息日至到期日（提前终止的以提前终止日为准）间人民币6个月

SHIBOR值在下表所列区间内的累计天数×该区间所对应的产品收益率/360。

人民币6个月SHIBOR值所在区间 大于等于0%且小于等于7% 大于7%且小于7.284%

对应的产品收益率 3.9%

3.9%-（R-7%）/R其中R为每日大于7%且小

于7.284%的6个月SHIBOR值

（三）提前终止权：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四）产品风险提示

上述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风险：

1、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2、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

形。

3、延迟兑付风险：理财产品一个投资周期结束，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法在约定兑付日

分配相关利益，则客户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投资周期期间公司不可提前终止本产品或提前赎回，公司可能面临资金流动性风

险。

5、再投资风险：上述银行可能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

期限短于本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6、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

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

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相关风险。

7、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

除违约责任。

二、风险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理财产品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会采取如下措施：

（一）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人民币6个月SHIBOR值情况、及产品进

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内部审计部为理财产品的监督部门，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监督审计，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司审计委员会报告。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四）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

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购买金额 产品类型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收益（元）

1

2015年4月10

日

2015-017

浦发银行

1亿元 保本理财 3.85% 274,246.53

2 10亿元 保本保收益 5.10% 12,750,000.00

3 1亿元 保本保收益 5.10% 1,275,000.00

4 0.5亿元 保本理财 3.85% 165,602.72

5 厦门国际 5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

5.55% 6,552,083.34

6 招商银行 2亿元 5.40% 3,373,200.00

7 民生银行 2亿元 保本理财 5.45% 2,755,277.78

8

2015年8月20

日

2015-086

浦发银行 10.5亿元 保本理财 3.8% 874,520.56

9 浦发银行 11亿元 保本理财 4.65% 4,688,750.00

10

招商银行

1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

5.10% 1,285,500.00

11 1亿元 5.40% 2,367,100.00

12

厦门国际

3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

4.90% 1,567,500.00

13 2亿元 4.90% 217,777.78

14 5亿元 4.90% 2,612,500.00

15 4亿元 4.90% 6,629,166.68

16

浦发银行

5亿元

保本保收益

3.90% 4,808,219.18

17 5亿元 3.90% 4,808,219.18

18 1亿元 4.10% 2,021,917.81

19

2015年9月17

日

2015-100

中信银行 1.8亿元 保本理财 2.5~3.80% 未到期

20 厦门国际 0.2亿元 7天通知存款 约1.35% 29,700.00

21

2015年10月8

日

2015-103

温州银行 0.1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 4.30% 107,205.48

22 招商银行 1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 4.30% 1,047,100.00

23 浦发银行 2.3亿元 保本保收益 3.90% 822,250.00

24

民生银行

3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 预计3.3%

未到期

25 6亿元 未到期

26

2015年11月11

日

2015-117

浦发银行 4.4亿元 保本保收益 3.25% 3,654,444.44

27 招商银行 5亿元 保本保收益 4% 1,808,000.00

28 厦门国际 2.3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 4.05% 1,060,875.00

29

2015年12月17

日

2015-120

招商银行 3亿元 保本保收益 4.05% 未到期

30 厦门国际 2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 3.60% 820,000.00

31

2015年12月23

日

2015-126 厦门国际 2.3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 3.58% 754,783.34

32

2016年1月8日 2016-003 招商银行

1亿元

保本保收益

4.2% 未到期

33 3亿元 3% 129,616.44

34 3亿元 4.2% 未到期

35

2016年2月04

日

2016-011 厦门国际 1亿元 保本浮动收益 3.90% 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各类理财合同文本及到期收益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2月04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6-012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伙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临时）会议《关于与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国际农业产业并购基金

的议案》，有关本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与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国际农业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国际农业产业并购基金之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告编号：2015-129、

132）。

近日，公司接到上海阜禄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的通知，并取得了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现将相关登记信息公告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1KE1B

名称：上海阜禄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业盛路188号A-81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表：何向东），牛贲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29日

营业期限：2016年01月29日至2026年01月28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2月04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6-013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号）、

《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

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及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部分子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相关登记机构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事项

如下：

公司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上海蒂达贸易

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31014100013372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321222J

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皮

棉、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矿产品（除专控）、针

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通讯设备、机电产品、仪

器仪表、钢材、百货、家具、化工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的销售，食品流通，国内道路货物

运输代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及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国际贸

易，转口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皮棉、工业

用动植物油脂油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矿产品（除

专控）、针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通讯设备、机电产

品、仪器仪表、钢材、金属材料（除稀炭金属）、黄金制

品、日用百货、家具、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食品流通，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

务咨询，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珍慕贸易

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31014100013586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35610XR

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皮

棉、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矿产品（除专控）、针

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机电产品、仪器仪表、钢

材、日用百货、家具、化工产品（出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的销售，食品流通，国内道路货物运输

代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以上除股权投资及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国际贸

易，转口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皮棉、工业

用动植物油脂油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矿产品（除

专控）、针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通讯设备、机电产

品、仪器仪表、钢材、金属材料（除稀炭金属）、黄金制

品、日用百货、家具、化工产品（出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食品流通，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以上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商务咨询，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欣笙食品

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31014100013554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410743P

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04日

股票代码：

002756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

2016-0006

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及

继续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5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短期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投资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由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和2015年7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一）2015年7月22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

银行” ）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公司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

购买其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产品购买成立日为2015年7

月24日，产品业绩基准为3.7%（年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编号：2015-0026号）。 2016年1月21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10,000.00万元，取得收益1,844,931.51元。

（二）2015年10月23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公司以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

品” ，该产品购买成立日为2015年10月27日，产品业绩基准为3.6%（年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编号：2015-0049号）。2016年1月25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20,000.00万元，取得收益

1,795,068.50元。

（三）2015年7月28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公司以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产

品购买成立日为2015年7月31日， 产品业绩基准为3.7%（年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编号：

2015-0029号）。 2016年1月28日，该理财产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10,000.00万元，取得收益1,844,

931.51元。

（四）2015年7月16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

了《理财产品总协议书》及相应的认购委托书，公司以暂时闲置的10,000.00万元购买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CNYAQKFZ】，该产品收益起算日为2015年7月17日，收益率为3.8%（年

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编号：2015-0024号）。 2016年2月2日，该理财产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

10,000.00万元，取得收益2,082,191.78元。

二、公司本次继续使用收回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一）2016年1月22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在授权

额度内使用收回的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

民币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代码：WL182BBX；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期限：开放式无固定期限产品（182天投资周期）；

5、产品起始日：2014年12月5日；

6、投资周期：2014年12月5日起每182天为一个投资周期；

7、产品业绩基准：3.05%（年化）；

8、购买金额：10,000.00万元；

9、购买成立日：2016年1月22日；

10、投资对象及比例：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一是债券、存款等高流动

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此

类投资比例为20%-100%；二是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此类投资

比例为0%-80%；

11、投资管理人：本产品的投资管理人为工商银行；

12、最不利情况分析：一是产品到期可能发生的延期支付；二是产品投资的资产折价变现，可能影

响产品收益实现的全额收回；

13、提前终止：当产品存量低于5,000万元时，工商银行有权根据运行情况终止该产品，并至少于

终止日前3个工作日进行信息披露。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资金划入客户指定资金账户。终

止日至资金实际到帐日之间，客户资金不计息。 为保护公司权益，工商银行有权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提

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除约定的情形外，公司不得提前终止本产品。

（二）2016年1月26日，公司继续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在

授权额度内使用收回的闲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

利人民币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代码：WL91BBX；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期限：开放式无固定期限产品（91天投资周期）；

5、产品起始日：2014年10月21日；

6、投资周期：2014年10月21日起每91天为一个投资周期；

7、产品业绩基准：3.0%（年化）；

8、购买金额：20,000.00万元；

9、购买成立日：2016年1月26日；

10、投资对象及比例：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一是债券、存款等高流动

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此

类投资比例为20%-100%；二是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此类投资

比例为0%-80%；

11、投资管理人：本产品的投资管理人为工商银行；

12、最不利情况分析：一是产品到期可能发生的延期支付；二是产品投资的资产折价变现，可能影

响产品收益实现的全额收回；

13、提前终止：当产品存量低于5,000万元时，工商银行有权根据运行情况终止该产品，并至少于

终止日前3个工作日进行信息披露。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资金划入客户指定资金账户。终

止日至资金实际到帐日之间，客户资金不计息。 为保护公司权益，工商银行有权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提

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除约定的情形外，公司不得提前终止本产品。

（三）2016年1月29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在授权

额度内使用收回的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

币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代码：WL182BBX；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期限：开放式无固定期限产品（182天投资周期）；

5、产品起始日：2014年12月5日；

6、投资周期：2014年12月5日起每182天为一个投资周期；

7、产品业绩基准：3.05%（年化）；

8、购买金额：10,000.00万元；

9、购买成立日：2016年1月29日；

10、投资对象及比例：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一是债券、存款等高流动

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此

类投资比例为20%-100%；二是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此类投资

比例为0%-80%；

11、投资管理人：本产品的投资管理人为工商银行；

12、最不利情况分析：一是产品到期可能发生的延期支付；二是产品投资的资产折价变现，可能影

响产品收益实现的全额收回；

13、提前终止：当产品存量低于5,000万元时，工商银行有权根据运行情况终止该产品，并至少于

终止日前3个工作日进行信息披露。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资金划入客户指定资金账户。终

止日至资金实际到帐日之间，客户资金不计息。 为保护公司权益，工商银行有权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提

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除约定的情形外，公司不得提前终止本产品。

（四）2016年2月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总协议书》及相应的认购委托书，在授权

额度内使用收回的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CNYAQKF】；

2、产品代码：CNYAQKFZTP1；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产品成立日：2012年11月7日；

5、产品存续期限：无固定存续期限；

6、收益率：3.00%；

7、理财本金：10,000.00万元；

8、收益起算日：2016年2月2日

9、赎回日（开放日）：2016年7月14日

10、产品投资范围、投资种类及比例：本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由中国银行统一运作管理，投资对象包

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银行存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债券回购、同业拆借；高信

用级别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

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范围为上述金融资产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资

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以及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的其他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其

中债券资产投资比例为0-80%；同业拆借、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券商资产管理

计划、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等金融资产投资比例为10-90%。 中国银行可根据自行商业

判断，独立对上述投资比例进行向上或向下浮动不超过十个百分点的调整；

11、提前终止：中国银行有权按照理财产品资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单方面主动决定提前终止理财

产品；

12、收益计算方法：收益期的收益按照理财本金、收益率、收益期和收益计算基础以单利形式计

算，首个收益期之后的各收益期理财本金为上一个收益期理财本金和理财收益合计。

上述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涉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中相关章节规定的风险投资产品。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以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以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 公司在做购买理财产品具体决策时也会考虑理财产品赎回的灵活度。 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

资，可以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高于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较好

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对象为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短期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

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

益等，公司亦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5年7月17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总协议书》及相应的认购委托书，以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的产品代码为CNYAQKFZ02的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

开放理财产品， 年化收益率为3.80%， 其中一份以10,000.00万元购买的产品的赎回日 （开放日）为

2016年2月2日，另一份以10,000.00万元购买的产品的赎回日（开放日）为2016年4月29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5年7月18日公告（编号：2015-0024）。 其中：赎回日（开放日）为2016年2月2日的10,

000.00万元已到期并收回本金及收益，赎回日（开放日）为2016年4月29日的10,000.00万元尚未到

期。

2、2015年7月22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公司以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30,000.00万元购买其发行的理财产品，其中：以20,000.00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保

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的，产品业绩基准为3.6%（年化）；以10,000.00万元购买中国工商

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业绩基准为3.7%（年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

7月25日公告（编号：2015-0026号）。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并收回本金及收益。

3、2015年7月28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公司以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业绩

基准为3.7%（年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8月1日公告（编号：2015-0029号）。 上述理财产品已

到期并收回本金及收益。

4、2015年10月23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公司以购

买理财产品收回的闲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继续购买其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

利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业绩基准为3.6%（年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0月28日公告（编号：

2015-0049号）。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并收回本金及收益。

六、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监事会审核意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

额度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投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理财产品说明书》、法人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查询凭证、转帐凭证（收账通知）；

2、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理财产品总协议书》、《理财产品说明书》、认购委托书、客户回单。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16-00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制药” ）于2月1日发布《关于药品临床试验批件的提示

性公告》（临2016-003号公告），披露了关于他克莫司胶囊临床试验注册申请状态变更的情况。 2月2

日，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他克莫司胶囊

（0.5mg，1mg）《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批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他克莫司胶囊 他克莫司胶囊

英文名/拉丁名 Tacrolimus�Capsules Tacrolimus�Capsules

受理号 CYHS1302127冀 CYHS1302126冀

批件号 2016L00740 2016L00739

剂型 胶囊剂 胶囊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0.5mg 1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6类 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

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申请人在开展BE试验前、BE试验期间、申报上市时应按要求

完成相应研究工作。

二、药物研究的其他相关情况

目前免疫抑制剂可分为以下几类：中短效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如泼尼松；烷化剂，如环磷酰胺；抗

代谢物，如吗替麦考酚酯、咪唑立宾；核苷酸还原酶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来氟米特；具有免疫抑制

作用的植物药，主要有雷公藤多苷； 钙神经氨基酶抑制剂，如环孢菌素、他克莫司；雷帕霉素靶分子抑

制剂 ，如西罗莫司；生物药品和单克隆抗体等。

他克莫司是由筑波链霉菌通过发酵、纯化、分离出的一种成分，属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他克莫司与

环孢素A均为钙神经氨基酶抑制剂，具有与环孢素A相似而更广泛的免疫抑制作用，效力比环孢素A高

10～100倍，而不良反应更少。 1987年他克莫司首先试用于肝移植，随后又用于肾移植和胰脏移植，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95年经FDA批准在美国上市，1998年进入中国市场， 目前广泛应用于肝脏、胰

腺、肾脏、心脏、肺等实体器官的移植中。 据美国匹兹堡大学报告，在使用环孢素无效的援救疗法中，肝

移植患者应用他克莫司有87%的成功率，而肾移植患者有74%的成功率。与同类药物相比，由于他克莫

司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和较低的不良反应在国内外已成为器官移植的免疫抑制疗法的一线药物，是

一种很有前途的免疫抑制剂，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适应症：预防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的移植物排斥反应。 治疗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应用其他免疫抑

制药物无法控制的移植物排斥反应。

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时间：2013年12月25日

截至目前，累计研发支出：335.60万元

药物研发进展：该品种还需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经申报审批后方可生产上市。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他克莫司胶囊首先由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司（原日本藤泽制药公司）研发成功，商品名为普乐可

复（Prograf），规格：0.5mg、1mg、5mg，1995年经FDA批准在美国上市，1998年进入中国市场。 2014

年他克莫司胶囊全球销售金额约为18亿美元，其中我国销售金额约为7千万美元。 目前国内已有四家

仿制药品上市：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规格为0.5mg、1mg；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

0.5mg、1mg；浙江弘盛药业有限公司，规格为1mg；国药集团川抗制药有限公司，规格为1mg、5mg。国

内外生产企业销售情况详见下图（数据来源米内网）：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免疫抑制剂类产品主要有环孢菌素、西罗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等。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尽

快组织开展他克莫司胶囊的临床试验，经国家食药监总局审评、审批通过并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下发

的注册批件和批准文号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免疫抑制剂类产品群。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药物从临床试验到报批生产会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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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 股东减持情况

本次股东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基金），其旗下东

海基金-银领资产2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95号）、 东海基金-银领资产3号资产管理计划 （鑫龙100

号）、 东海基金-鑫龙108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东海基金-鑫龙115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东海基金-定增策略3�号2�期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定增策略4号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定

增策略5号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定增策略9号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广州证券-金龙10号专户

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郝慧-金龙11号专户资产管理计划共持有华东科技190,562,613股，占华东

科技总股本（2,264,783,490股）的8.41%。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东海基金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日

-2月2日

5.8255 79,574,955 3.5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自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的累计减持比例为3.51%。

本次减持股份具体情况如下（均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资管产品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东海基金-鑫龙108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2月1日

5.81 10,000,000 0.44%

5.75 14,300,000 0.63%

2016年2月2日

5.92 12,000,000 0.53%

5.81 35,750,817 1.58%

东海基金-广州证券-金龙10号专户资产管理计

划

2016年2月2日 6.06 1,300,000 0.06%

东海基金-银领资产2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95

号）

2016年2月2日 5.88 1,700,000 0.08%

东海基金-定增策略5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2月2日 5.81 1,000,000 0.04%

东海基金-定增策略9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2月2日 5.81 1,800,000 0.08%

东海基金-定增策略3�号2�期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2月2日 6.00 1,724,138 0.0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东海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562,613 8.41 110,987,658 4.90

本次减持股份具体前后持股情况如下（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资管产品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东海基金-鑫龙108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72,050,817 3.18 0 0

东海基金-广州证券-金龙10号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23,591,651 1.04 22,291,651 0.98

东海基金-银领资产2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95号） 3,395,644 0.15 1,695,644 0.07

东海基金-定增策略5号资产管理计划 1,814,882 0.08 814,882 0.04

东海基金-定增策略9号资产管理计划 1,814,882 0.08 14,882 0

东海基金-定增策略3�号2�期资产管理计划 1,724,138 0.08 0 0

本说明中比例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与实际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等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在减持前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后，东海基金旗下资管产品仍持

有华东科技股份110,987,658股，占华东科技总股本（2,264,783,490股）的 4.90%。

三、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减持说明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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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规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南京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 ）函告，获悉中电熊猫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中电熊

猫

是 277,586,207 2016�年 1月 29�日

双方办理

解除质押

中国电

子

50% 融资担保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2016年2月2日， 中电熊猫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55,172,41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1%， 累计质押的股份总数为277,586,207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6%

二、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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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1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5年7月17日和2015年8月3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详细情况见刊登于2015

年7月18日及2015年8月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34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16年2月2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交

易方式购买完成公司股票，购买均价11.95元/股，购买数量8,33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2%，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12个月。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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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殊

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6,000万股股份已于

2016年2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司法冻结手续。

截至目前，东北特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0,154.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8%。 本次解除司

法冻结后东北特钢集团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1,529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05%，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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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海海盛 公告编号：

2016-004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2月3日，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中海海盛” ）接

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览海上寿医疗产业有限公司（下称“览海上寿” ）的通知，览海上寿的一致行动

人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人寿”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

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6年2月3日， 上海人寿经委托投资账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2,604,3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

本次增持前，上海人寿持有本公司股份18,374,3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览海上寿持有本

公司股份8,2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11%；览海上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人寿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100,374,32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27%。

本次增持后，上海人寿持有本公司股份20,978,7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1%；览海上寿持有本公

司股份8,2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11%；览海上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人寿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102,978,71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72%。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 览海上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计划自本次增持之

日起6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鉴于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公司拟向上海览海

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览海投资” ，与览海上寿互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发行291,970,802股公司股

票，本次发行完成后，览海投资将持有公司33.43%的股份。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海（海

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目前尚未完成发行。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有关承诺

览海上寿及上海人寿承诺，在本次增持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中海海盛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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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于2016年2月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2016年2月3日， 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文德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中房嘉润地产有限公

司申请3.6亿元开发贷款的议案》。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房嘉润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润公司” ）目前正在进行“中交·漫

山”项目的开发，为保障项目开发资金需求，嘉润公司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渝中支行申请人民币3.6亿

元的开发贷款，期限为36个月，利率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本次开发贷以嘉润公司下

列土地及在建工程作抵押：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A84-9/04地、A84-1/03地（权属证书编号为106D

房地证2014字第00522号、00523号）。

公司预计上述开发贷资金到账后公司当年新增借款额将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由于

上述开发贷资金到账时间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新增借款到账情况，按照《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新增借款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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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

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的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因其他项目存在财务问题被中国证

监会调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53055

号），决定中止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正常推进，经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友好协商，公司与北

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终止委托服务合同。公司将委托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提供法律服务。 公司将与各中介机构积极配合，尽快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变更律师事务所的相关文件以及恢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查的申请。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16-007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张芳霞

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芳霞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所担任的财务总监职

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芳霞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芳霞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在公司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暂由公司财务部王军军先生负责财务工作。 张芳霞女士的辞

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财务负责人的聘任。

公司对张芳霞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