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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

30

亿元存续债券注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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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 ）30亿元债券违约后全部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收购，博源集团和信达资

产对债券的偿付达成一致意见，不再通过托管机构兑付，双方签署了《逾期债券注销

框架协议》，并向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存续债券注销。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完成了“12博源MTN1” 的

注销，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完成了 “13博源

MTN001” 、“16博源SCP001” 的注销，截至2018年12月25日，博源集团在银行间市

场无存续债券。

博源集团上述债券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债券违约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0）。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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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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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

月27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

12月26日15:00至2018年12月27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为兔先生、副董事长刘宝龙先生均因公出差，

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丁喜梅董事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

1,729,344,123股，占公司总股份3,976,652,992股的43.48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1,330,885,727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33.46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398,458,396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10.0199%。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合计为22人，代表股份406,852,1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231%。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人，代表公司股份8,393,73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111%；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7人，代表公司股份398,458,396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0.01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

议案：

1、《关于以市场化债转股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涉及财务资助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678,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628%； 反对19,664,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7,186,0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63%；反对19,664,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32%；弃权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9,297,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73%；反对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6,805,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4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增选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6,038,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089%； 反对3,30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3,546,8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76%； 反对3,30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19%； 弃权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8,441,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78%； 反对13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77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5,949,6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82%；反对13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弃权77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鞠慧颖、崔丽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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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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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426号华新大厦B座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9,980,44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96,685,57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83,294,8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37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43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9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永模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所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股份登记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Roland� Koehler先生、Geraldine� Picaud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锡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罗志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6,547,774 99.9769 137,800 0.0231 0 0.0000

B股 378,036,095 98.6280 5,258,773 1.372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4,583,869 99.4493 5,396,573 0.55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Holcim� Philippines,� Inc.签订工程项目EPC合同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299,116 99.9979 5,600 0.0021 0 0.0000

B股 79,078,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53,377,936 99.9984 5,600 0.0016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由于公司股东Holchin� B.V.�（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96,817,018股）、Holpac� Limited（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9,779,888股） 与Holcim� Philippines, � Inc. 同为LafargeHolcim� Ltd. 所控制， 因此在审议 《关于公司与Holcim�

Philippines,� Inc.签订工程项目EPC合同之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股东Holchin� B.V.、Holpac� Limited均回避了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菁女士、吴文欣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44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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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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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本部（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3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3,956,3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董事徐永胜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徐永胜、周浩、罗建军、冯丽霞、傅太平、易骆之、刘冬来出席会议，董事邹嘉华、刘光明、李奕、刘全

成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监事焦峰、郭世新、甘伏泉出席会议，监事王元春、缪士海、段毛生、陈立新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周浩、总经理徐永胜、副总经理韩旭东、吴晓斌、总会计师罗建军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3,943,263 99.9984 13,100 0.0016 0 0

2、议案名称：关于聘免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3,945,363 99.9986 11,000 0.0014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关联方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151,392 99.9948 11,000 0.005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6,166,

284

99.7880 13,100 0.2120 0 0

3

关于公司拟向关联方出

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

的议案

6,168,

384

99.8219 11,000 0.178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3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8,793,971股）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军、李可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8-53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

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业务活动的需

要，同意对年初审议的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调整，将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年初预计的9,528

万元调整增加478.2万元，调整为10,006.2万元。

6名关联董事马新强先生、朱松青先生、王晓北先生、常学武先生、刘含树先生、熊文先生回避了表决，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

意了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无异议。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现将需要调整的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汇总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2018年

金额

调整金额

现预计2018年

金额

1.��采购商

品、接受劳

务

武汉华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320 -69 251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购货 3000 300 3300

武汉金镭科技有限公司 购货 50 -42 8

纽敦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购货 50 -50 0

华中科技大学 委托研发 90 -25 65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购货 0 16 16

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购货 0 1 1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购货 10 -10 0

小计 3520 121 3641

2.��出售商

品、提供劳

务

华中科技大学 销货 10 23 33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销货 750 -100 650

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销货 250 106 356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货 270 -79 191

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销货 71 -20 5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销货 200 -200 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销货 0 35 35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销货 0 3.7 3.7

武汉纳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销货 1200 -980 220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销货、咨询服务 2600 1650 4250

小计 5,351 438.7 5,789.7

3.房屋土

地租赁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18 0 18

武汉华工激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房屋 30 -28.5 1.5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房屋 86 50 136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房屋 523 -103 420

小计 657 -81.5 575.5

合计 9,528 478.2 10,006.2

二、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现预计2018年

金额

2018年年初至披露

日发生额

1.��采购商品、接受

劳务

武汉华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251 144.77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购货 3300 1653.59

武汉金镭科技有限公司 购货 8 7.26

纽敦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购货 0 0

华中科技大学 委托研发 65 45.53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购货 16 4.32

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购货 1 0.92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购货 0 0

小计 3641 1856.39

2.��出售商品、提供

劳务

华中科技大学 销货 33 32.12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销货 650 488.12

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销货 356 315.18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货 191 134.35

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销货

51 3.4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销货 0 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销货 35 17.00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销货 3.7 3.7

武汉纳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销货 220 207.15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销货、

咨询服务

4250 2674.78

小计 5,789.7 3875.8

3.房屋土地租赁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18 9

武汉华工激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房屋 1.5 1.48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房屋 136 40.98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房屋 420 100.99

小计 575.5 152.45

合计 10,006.2 5884.64

三、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武汉华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创新企业基地

注册资本：300万元

成立时间：2003年5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常学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绿化服务；酒店管理、室内装饰装修；日用化学品、酒店用品、办公用品、绿化设备的批发兼零售；受委托

代收本园区企业水电费；水电安装、维修及技术服务；会务服务。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1,098.87万元，净资产557.44万元，营业收入1,

256.16万元，净利润-0.17万元。

2、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钢高新技术产业园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2年6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宋世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加工技术及光、机、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及技术服务；仪器仪表、五金机电的收批发及零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

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9,996.52万元，净资产9,073.87万元，营业收入1,

492.47万元，净利润158.43万元。

3、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书香路南段95号（高端装备产业园）

注册资本：4,4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7月21日

法定代表人：邓家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开发、研究、技术服务；激光仪器（医疗器械除外）、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汽车配件销售；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自营和代理负责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4,704.14万元，净资产4,197.62万元，营业收入

111.37万元，净利润-201.87万元。

4、武汉金镭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汤逊湖北路33号华工科技园创新基地14栋102号

注册资本：50万元

成立时间：2006年6月5日

法定代表人：沈光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控制板卡、软件、电脑配件、仪器仪表的销售。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29.14万元，净资产28.68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

利润-0.03万元。

5、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内1幢2楼A区

注册资本：300万元

成立时间：2014年9月12日

法定代表人：魏永新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637.23万元，净资产387.83万元，营业收入268.49万

元，净利润65.45万元。

6、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大学科技园

注册资本：43,005.6万元

成立时间：1999年8月6日

法定代表人：张新访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营业务：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计算机网络、通信、电子、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电子标签、智能卡、磁

条卡、刮刮卡及其相关设备等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不含金融储值类业务，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经许可经营的项目）；承接社会公共安全工程；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上产品凭许可证在核定的范围内从事经

营）；防伪票证的开发、生产、销售；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读写机的开发、生产、销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合并报表）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224,982.33万元，净资产126,849.9万元，

营业收入162,441.05万元，净利润7,608.97万元。

7、纽敦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嘉定工业区兴贤路1368号三幢一楼A

注册资本：2,600万元

成立时间：2011年3月4日

法定代表人：王颖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高性能激光电子器件设备，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的安装维

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2,187.74万元，净资产1,727.42万元，营业收入

159.41万元，净利润-141.22万元。

8、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注册资本：17,279.1187万元

成立时间：1994年10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陈吉红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营业务：数控系统、机电一体化、电子、计算机、激光、通信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机械及

静电喷塑加工；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合并报表）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224,097.89万元，净资产108,316.42万

元，营业收入47,022.73万元，净利润-5,913.85万元。

9、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产业园正源光子产业园内2幢1层1-5号

注册资本：23,775万元

成立时间：2018年1月24日

法定代表人：熊文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半导体激光器和探测器及其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

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13,076.4万元，净资产11,982.84万元，营业收入

929.38万元，净利润-1,202.53万元。

10、武汉纳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正源光子产业园1层1-2室02

注册资本：2,308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13日

法定代表人：熊文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光器件、光模块、网络设备、软件以及通信产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批发零售。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1,227.44万元，净资产1,049.11万元，营业收入

506.64万元，净利润-8.92万元。

11、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鞍山市千山中路196号

注册资本：200万元

成立时间：2012年4月12日

法定代表人：王晓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产品技术研发、制作（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安装、调试、维护；技术咨询服务。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689.61万元，净资产102.89万元，营业收入15.93万

元，净利润-50.83万元。

1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又称“武汉协和医院” ），始建于1866年，系国家卫计委直属（管）大型综合性医

院。 建院150年来，医院以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特色专科突出、多学科综合优势强大享誉海内外，系国家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全国百佳医院，为湖北省急救中心、湖北省远程医学中心、湖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研究中心挂靠单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和“全国文明单位”等国家级荣誉。 2015年，医院再度通过国家三甲医院复审。

1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同济医院1900年由德国医师埃里希.宝隆创建于上海。 1955年迁至武汉。 经过11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如今已成为学科门类

齐全、英才名医荟萃、师资力量雄厚、医疗技术精湛、诊疗设备先进、科研实力强大、管理方法科学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

创新型现代化医院，其综合实力居国内医院前列。

14、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于2000年5月26日

合并成立，是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之一。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关联关系

1、武汉华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产业集团所控制。 公司董事常学武先生亦为华科物业董事长，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2、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企业。

3、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4、武汉金镭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企业。

5、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 公司董事、副总

裁刘含树先生亦为东湖华科的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6、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产业集团所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7、纽敦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

8、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产业集团所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9、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董事熊文先生亦为

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0、武汉纳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属于华工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董事熊文

先生亦为武汉纳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1、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产业集团所控制。 公司董事王晓北先生亦为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华中科技大学所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

二项之规定。

1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华中科技大学所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

二项之规定。

14、华中科技大学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之规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预计减少与武汉华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科物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华工图像”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工激光”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工正

源” ）与华科物业服务范围发生变化，年初对华科物业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减少关联交易金额69万元。

2、预计减少与武汉金镭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金镭科技” ）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华工激光对金镭科技业务需求变化，年

初华工激光对金镭科技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金镭科技采购货物额度减少42万元。

3、预计减少与纽敦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纽敦光电” ）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华工激光对纽敦光电业务需求

变化，年初华工激光对纽敦光电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纽敦光电采购货物额度减少50万元。

4、预计减少与华中科技大学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华中科技大学制作DID大版项目取消，年初华工图像对华中科技大学

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华工图像2018年度向华中科技大学委托研发金额减少25万元。

5、预计增加与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下称“武钢华工激光” ）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激光对武钢华工激光

业务需求变化，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武钢华工激光采购货物额度增加16万元。

6、预计增加与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鞍山激光” ）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华工激光对鞍山激光业务需求变化，

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鞍山激光采购货物额度增加1万元。

7、预计减少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中数控” ）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下称“华工法利莱” ）对华中数控业务需求变化，年初华工法利莱对华中数控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华工法利莱2018

年度向华中数控采购货物额度减少10万元。

8、预计增加与华中科技大学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华中科技大学业务需求变化，年初华工激光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关联交

易金额预计偏保守。 为满足客户需求，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华中科技大学销售货物额度增加23万元。

9、预计减少与武钢华工激光的关联交易额度。因武钢华工激光对武汉华工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工国际” ）业务需求

变化，年初华工国际对武钢华工激光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华工国际2018年度向武钢华工激光销售货物额度减少100

万元。

10、预计增加与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宝鸡华工激光对华工法利莱和华工激光业务需求变化，年

初华工法利莱和华工激光对宝鸡华工激光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保守。 为满足客户需求，预计华工法利莱和华工激光2018年度

向宝鸡华工激光销售货物额度增加106万元。

11、预计减少与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喻信息” ）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天喻信息对华工激光和华工图像

业务需求变化，年初华工激光和华工图像对天喻信息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预计华工激光和华工图像2018年度向天喻信息

销售货物额度减少79万元。

12、预计减少与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东湖华科” ）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东湖华科对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华工投资” ）业务需求变化，年初华工投资对东湖华科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预计华工投资2018年度向

东湖华科提供管理咨询金额减少20万元。

13、预计减少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下称“协和医院” ）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协和医院对武汉华工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工医疗” ）业务需求变化，年初华工医疗对协和医院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预计华工医疗2018年度

向协和医院销售货物额度减少200万元。

14、预计增加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下称“同济医院” ）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同济医院对华工医疗业务

需求变化，预计华工医疗2018年度向同济医院销售货物额度增加35万元。

15、预计增加与华中数控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华中数控对华工激光业务需求变化，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华中数控

销售货物额度增加3.7万元。

16、预计减少与武汉纳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纳多德” ）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纳多德客户开拓进展较慢，年初

华工正源对纳多德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华工正源2018年度向纳多德销售货物额度减少980万元。

17、预计减少与武汉华工激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华工激光医疗” ）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2018年3月华工投资已

出售华工激光医疗的全部股权，华工激光医疗不再租用华工激光房屋，年初华工激光对华工激光医疗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高，

预计减少关联交易金额28.5万元。

18、预计增加与武钢华工激光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武钢华工激光房屋租赁需求变化，年初华工激光对武钢华工激光的关联

交易金额预计偏保守。 为满足客户需求，预计华工激光2018年度向武钢华工激光提供的房屋租赁服务金额增加50万元。

19、预计增加与武汉云岭光电有限公司（下称“云岭光电” ）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云岭光电通过华工国际采购的进口设备及

材料需求增长，以及华工正源对云岭光电业务需求变化，年初华工国际、华工正源对云岭光电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偏保守。 预计

华工正源2018年度向云岭光电采购货物额度增加300万元，华工国际向云岭光电销售货物增加1650万元，华工正源向云岭光电

提供房屋租赁及水电服务金额减少103万元。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以市场价格、国家定价为原则，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部分商品按协议价约定执行。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是：依据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协议或市场公允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等，这些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且将与各关联方维持业务往来，公

司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可保证生产所需货物供应的稳定性和充足性，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作用。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公

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本次调整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478.2万元，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31,980.17万元的5%，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刘国武先生、金明伟先生、乐瑞女士对本次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予以事前认可，

并发表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

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该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

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对此表示认可。 由于属于关联交易和关联事项，董事会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议

案的内容，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公允，交易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日常经营的需要。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的议案、决议、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发表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决议和历次公告等相关文件，保荐机构认为：调

整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基于公司经营所需而产生，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交易程序合规，不存在违

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制度

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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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5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12个月以内、有保本承诺的银行

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9月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164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1月15日向6名

特定投资者（13个产品）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4,386,07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

807,299,985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27,095,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80,204,98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众环验字（2017）01015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54,416.59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125,147.70万元（含利息收

入1,543.79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的实际需求，需要分期逐步投入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进行现金管理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以增加公司收益。

2、理财产品品种

投资对象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在12个月（含）以内的银行理财产品（包括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保本保收益型现金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现金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且该等投资产品

不得用于质押。

公司不会将该项资金用于投资境内外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 以及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

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3、投资额度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由华工科技财务部对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进行合理预算、测试和安排，起草具体理财方案，呈报华工

科技财务总监、总经理和董事长审批之后，由华工科技财务部执行。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资金在该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4、投资期限及授权

投资期限和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并授权华工科技董事长在额度内审批办理实施前述业务。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 投资风险

1、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2、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短期保本型的投资品种，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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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的审批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

3、公司财务部对公司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进行会计核算，公司董事长在授权额度内负责审批。

4、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及收益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审计部对投资理财执行情况进行日常检查。

5、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6、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公司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实现更多的投资

回报。

六、决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该交易事项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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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九、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11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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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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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满足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使用外币结算业务的需要，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加强对

外币资产头寸的监控和管理，公司拟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背景和目的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子公司进出口业务不断增长，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大量外币结算。目前，国际外汇市场波动较为剧烈，

以美元为主的外汇汇率起伏不定。 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

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度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以加强公司的外汇风险管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用于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公司挑选与主业经营密切

相关的简单外汇衍生产品，且衍生产品与业务背景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符合公司谨慎、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

二、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基本情况

1、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2、合约期限：与基础交易期限相匹配，一般不超过一年。

3、交易对手：经监管机构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银行。

4、流动性安排：外汇保值型衍生品交易以正常的外汇收支业务为基础，利率保值型衍生品交易以实际外币借款为基础，交易

金额和交易期限与实际业务需求进行匹配。

5、交易品种：金融机构提供的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

6、资金来源及预计占用资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根据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可能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以金融机构对公司的授信额度来抵减保证金的要求。

7、期限及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并授权华工科技董事长在额度内审批办理实施前述业务。

三、决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该交易事项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主要为主营业务相关的套期保值类业务，存在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

价格波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亏损的市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 保值型衍生品以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

或选择净额交割衍生品，以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

3、履约风险。 公司衍生品投资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4、其它风险。 在开展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衍生品投资操作或未充分理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

交易合同条款的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五、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管理措施

1、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以减少汇率、利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为目的，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

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交易，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额不得超过经董事会批准的授权额度上限；公司不得进行

带有杠杆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2、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该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

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及信息披露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3、加强交易对手管理，公司与交易银行签订条款清晰的合约，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4、公司财务部负责跟踪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已投资衍生品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定期向董事

会和审计委员会报告，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5、公司审计部为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督部门，负责对公司及各子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决策、管理、执行等工作的合规性

进行监督检查。

六、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会计核算政策及后续披露

1、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

核算和披露。

2、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达到交易披露标准的，公司应及时披露。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降低国际业务的外汇风险，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事项符合公

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有利于有效管理进出口业务和相应衍生的外币借款所面临的汇率和

利率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及相关的风险控制

措施，有利于加强外汇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和控制。相关业务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九、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华工科技开展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有效管理汇率和利率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公司已制定

《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建立了相关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对华工科技开展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5、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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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21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在2018年12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收到表决票

9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工科技投资公司购买国家科技部、湖北省科技厅持有东湖华科基金

全部份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5,231万元购买国家科技部、湖北省引导基金持有的东湖华科

基金全部份额。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增持东湖华科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2。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年初预计的9，528万元调整为10,006.2万元，共调整增加478.2万元。 关联董

事马新强、朱松青、王晓北、常学武、刘含树、熊文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武、金明伟、乐瑞对此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

意见及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3。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12个月以

内、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和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并授权华工科技董事长在额度内审

批办理实施相关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武、金明伟、乐瑞对公司此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5。

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及附件。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以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

汇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交易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之内有效，并授权华工科技董事长在额度内审批办理实施前述业务。 会议一并审议通过了附件《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武、金明伟、乐瑞对公司此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公告编号：2018-56。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8-51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21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在2018年12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收到表决票

5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监事审议并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年初预计的9528万元调整为10,006.2万元，共调整增加478.2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3。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议

案的内容，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公允，交易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12个月以

内、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55。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及附件。

同意公司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以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动风

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会议一并审议通过了附件《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告编号：2018-56。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降低国际业务的外汇风险，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事项符合公

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8-52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东湖华科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 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工科技投资公司购买国家科技部、湖北省引导基金持有东湖华科基金全部份额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工投资” ），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和《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华工投资与科技部、省引导基金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以自有资

金5,231万元，其中 3,213万元受让科技部持有的武汉东湖华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东湖华科基金” 或“基金” ）

全部份额17.44%；2,000万元受让省引导基金持有的东湖华科基金全部份额10.86%。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31,980.17万元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为了扶持、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用于支持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政府专项基金，由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管理实施。

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湖北省政府于2008年设立的第一支省级政府引导基金。 省创投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是引导基金

名义出资人代表和理事会常设办事机构，具体负责引导基金的运营管理。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东湖华科基金是由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于2014年12月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基金设立规模为1.8423亿元，

其中，可投资金1.61亿元。 基金出资方包含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武汉市战略新兴基

金三级引导基金及部分社会资本。 基金由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根据华工投资与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签订的《补充协议》中

的约定，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愿作为引导基金参股本金退出的承诺回购人。 以合伙企业完成约定投资为前提，在

引导基金参股出资6年内，如管理中心要求，承诺回购人或管理中心认可的其他合伙人应当一次性按照下述价格购买价值3,213

万元、2,000万元的引导基金股权，引导基金前4年内的退出价格按引导基金原始投资额计算；第5、6年的退出价格按引导基金原

始投资额（本金）及从第5年起按照转让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

科技部首次对东湖华科基金出资3,213万元（股权比例为17.44%）将于2019年4月21日满四年，省引导基金首次对东湖华科

基金出资2,000万元（股权比例为10.86%）将于2019年3月13日满四年。

东湖华科基金投出项目共计 17个，完成了全部投资计划，基金的运行策略为保留预期收益较高的项目，及时清理可能存在

风险的项目。

目前，除持有计划保留的7个项目之外（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71%、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6.88%、武汉优炜星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86%、湖北迈睿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56�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14%、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持股1.74%、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44%），其他10个项目均启动退出程序，其中已完全退出

项目有7个。

四、该项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增持基金份额履行了与科技部、省引导基金的协议约定；同时，东湖华科基金运营情况良好，增持基金份额可为华工投资带

来可观的收益。

华工投资对东湖华科基金的股权受让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本项投资完成后，华工投资在基金中持有约为39%的基金份额，未来将按《合伙协议》约定比例取得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

基金留存项目长光华芯、华日精密激光和江苏多维，与华工科技的激光和传感器产业板块存在良好的战略协同关系，华工投资进

一步增持基金份额，有利于与相关公司保持紧密互动。 同时，东湖华科基金是华工科技在智能制造方向，尤其是光电产业等新兴

领域，进行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投资探索。本次股权受让增持基金权益，有利于华工科技继续深入探究相关产业方向的发展动态和

趋势，进一步扩展对所投项目的话语权，从而为华工科技延伸产业链增加了选择机会。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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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于2017年12月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较好的

投资回报。 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12个月以内、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

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59。

近日，公司前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公司名称

购买理财银

行

理财名称

产品类

型

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元）

孝 感 华 工

高 理 电 子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孝

感分行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 20,000 2018-6-28 2018-12-14 4.28% 3,981,917.81

武 汉 华 工

正 源 光 子

技 术 有 限

公司

兴业银行武

汉水果湖支

行

兴业银行

“金雪球-

优 悦 ” 保

本开放式

人民币理

财

保本 10,000 2018-9-4 2018-12-4 4.10% 1,022,191.78

二、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的议案》已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不需要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都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在12个月（含）以内的银行理财产

品，能保证投资本金安全。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财务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公司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实现更多的投资

回报。

五、公告前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名称

购买理财

银行

理财名称

产品

类型

理财金

额（万

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

（元）

备注

武汉华工激光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民生

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

部

民生银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 10,000

2017-12-2

9

2018-3-29 4.90% 1,208,219.18 已赎回

武汉华工激光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银行

武汉自贸

区支行

中国银行

单位结构

性存款

保本 20,000 2018-1-3 2018-4-3 3.70% 1,873,972.60 已赎回

武汉华工正源

光子技术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武汉水果

湖支行

兴业银行

“金雪球

-优悦 ”

保本开放

式人民币

理财

保本 30,000

2017-12-2

1

2018-3-20 5.10% 3,772,602.75 已赎回

孝感华工高理

电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孝感分行

招商银行

单位结构

性存款

保本 20,000

2017-12-2

0

2018-6-20 4.15% 4,138,630.14 已赎回

孝感华工高理

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孝感分行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 20,000 2018-6-28

2018-12-1

4

4.28% 3,981,917.81 已赎回

武汉华工正源

光子技术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武汉水果

湖支行

兴业银行

“金雪球

-优悦 ”

保本开放

式人民币

理财

保本 10,000 2018-9-4 2018-12-4 4.10% 1,022,191.78 已赎回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54；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55；

3、《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30。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