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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1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有苯AKD生产线复产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华软科技” ） 于2020年8月4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有苯AKD生产线停产改造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公
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化工” ）为进一步提高有苯
AKD生产装置运行效率，优化生产工艺，对该条生产线进行停产改造。
截至本公告日，天安化工相关技术升级改造工作已完成，有苯AKD生产线已恢复正
常生产状态。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53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0-112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与淳蓝（上
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蓝实业” 或“
受让方” ）、镇江润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润港化工” 或“
目标公司”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5500万元股权转让
总价款向受让方转让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
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7）。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淳蓝实业按协议支付的第一阶段股权转让款2805万元（即目标公
司51%股权的对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到润港化工通知，润港化工已于2020年12月2
日完成了上述第一阶段51%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领取了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变更后，淳蓝实业持有润港化工51%的股权，公
司持有润港化工49%的股权，润港化工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证券代码：600121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公告编号：临2020-039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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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自
2020年11月20日起至本次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票价格最高4.51元， 最低2.29元， 涨跌幅
92.74%，换手率101.49%，两次触及异动，公司分别于11月24日和12月1日发布了异动公
告（详见公司临2020-037、038号公告）。 结合公司投资者热线电话、邮件和上证E互动关
注事项，现将近期煤炭市场和公司今年以来生产经营等情况说明如下：
一、煤炭市场进入传统旺季
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向好，煤炭下游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发展势头良
好，煤炭消费自11月起进入传统的季节性高峰期。 另外年末环保及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
收紧，政策面对部分地区煤炭供应能力有所限制，叠加“拉尼娜” 现象导致冷冬的预期影
响下，各品种煤炭供需均呈现旺季特征。后期，预计煤炭市场供需整体维持相对平衡局面，
煤炭价格将以稳为主、偶有小幅波动。
公司销售形势与行业整体趋势一致。 10月份以来，公司用户整体采购积极性维持平
稳。 从近期沟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用户库存均比前期已经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在没有恶
劣天气影响的情况下，后期采购将趋于平稳。
二、公司前三季度出现亏损
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经营基本稳定。 主要经济指标受市场和生产接替过渡影响，利润
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2020年1-9月， 公司共生产原煤530.51万吨， 销售
528.78万吨，营业收入20.0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07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33元（详见公司前三季度定期报告）。
三、整改事项仍在推进
针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发现的因三级子公司贸易合同纠纷事项导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系统
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将于2020年12月04日
（周五）18:00 至23:00、2020年12月05日（周六）9:00 至19:00、2020年12月06日（周
日）9:00至21:00进行系统停机维护。 届时本公司网上交易、网上查询、微信、官方APP、
客服电话等系统将暂停服务。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提前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途话费）咨询
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交通银行等
多家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等多家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0年12月7日起，新增交通银
（以下简称“
行等多家公司销售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
金” ，基金代码：010027）。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新增销售机构信息
序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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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销售机构全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
中信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电话：010-89937643
传真：010- 85230127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bank.ecitic.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嘉兴市建国南路409号
法定代表人：许洪明
联系人：陈兢
电话：0573-82082676
传真：0573-82062161
客户服务电话：057396528
银行网址： www.bojx.com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金煜
客户服务电话：95594
网址：http://www.bosc.cn/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黄婵君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3734343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11，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男
联系人：郁疆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22169134
客户服务电话：95525、4008888788、10108998
网址：www.ebscn.com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
中银大厦31楼
法定代表人：宁敏
联系人：许慧琳
电话：021-20328531
客户服务电话: 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注册（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179号
法定代表人：蔡咏
联系人：李飞
电话：0551-62246298
传真：0551—62272108
客服电话： 全国统一热线95578，4008888777，
安徽省内热线96888
网址：www.gyzq.com.cn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
安金融中心61层-64层
法人代表：何之江
联系人：王阳
电话：021-38632136
传真：021-33830395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网址：stock.pingan.com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
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李颖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952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
厦22－24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号华远华中心4、5号楼2701-3717
法定代表人：高利
联系人：胡创
电话：010-59355941
传真：010- 56437013
客服热线：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法定代表人：金文忠（代）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
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1层
-23层、25层-29层
联系人：龚玉君
电话：021-63325888
传真：021-63326729
客户服务热线：95503
公司网站：http://www.dfzq.com.cn

公司简称

市盈率PE(TTM)

市净率PB(LF)

郑州煤电

-4.3460

2.2486

000552.SZ

靖远煤电

14.4263

0.9536

600971.SH

恒源煤电

8.4300

0.7727

601699.SH

潞安环能

12.4461

0.7623

600508.SH

上海能源

13.9196

0.6819

（数据来源：万得金融终端）
2020年12月2日，公司股票收盘市盈率（滚动）为-4.3460倍、市净率2.2486倍。 由于
公司前三季度亏损，市盈率不具有可比性，市净率处于同行业较高水平，特别提醒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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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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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
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单晶
电话：0755-23838750
传真：0755-23838750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
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李盼盼
电话：0371-69099882
传真：0371-65585899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网址：http://www.ccnew.com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
道南侧金地中心大厦9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
建财富国际中心27层
法定代表人：吕春卫
联系人：祝博文
电话：010-86499794
传真：010-86499401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868
网址：www.lczq.com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联系人：吕胜强
电话：0510-82831662
传真：0510-82830162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网址： http://www.gl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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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五
层5122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
SOHO嘉盛中心30层3001室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斌
电话：010-59313555
传真：010-53509643
客户服务电话：400-8980-618
网址: www.chtw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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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021-20665952
传真：021-22066653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2号17
号平房157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创十一街18号院京东集团总部A座17层
法定代表人： 王苏宁
电话： 95118
传真：010-89189566
客服热线： 95118
公司网站： kenterui.jd.com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郑杨
联系人：高天、于慧
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4199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21.SH

销售机构信息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联系人：王菁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联系人：穆婷
联系电话：010-58560666
传真：010-57092611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致公司合同管理循环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问题，董事会高度重视，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
出发，组织开展了内部自查整改（详见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目前各项整改措施正在按计
划落实中。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2020年12月2日收盘，公司市盈率、市净率与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按市净率从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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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信息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bank.ecitic.com
客户服务电话：057396528
银行网址： www.bojx.com

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4
网址：http://www.bosc.cn/

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11，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5、4008888788、10108998
网址：www.ebscn.com

9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客服电话：全国统一热线95578，4008888777，安徽
省内热线96888
网址：www.gyzq.com.cn

11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网址：stock.pingan.com

1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1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1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03
公司网站：http://www.dfzq.com.cn

1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16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网址：http://www.ccnew.com

17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868
网址：www.lczq.com

1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网址： http://www.glsc.com.cn/

19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80-618
网址: www.chtwm.com

20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1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118
公司网站： kenterui.j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二O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0-185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海鑫资产控制权结构调整的进展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了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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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20年12月1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海鑫资产控制权结构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0-182），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淀区国资
委” ）《关于同意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托管方案的批复》（海国资发【2020】
188号）， 同意将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科金集
团” ）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 ）100%股权
委托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海商建” ）进行管理的股权托管方
案。 近日，公司收到海科金集团和海商建签署的《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仍为海鑫资产，实际控制人仍为海淀区国资委。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1日，海科金集团和海商建签署了《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营公司
（二）托管期限
1、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初始托管期限为五年。
2、上款所述之初始托管期限届满一个月之前，委托方与受托方协商决定延长托管期
限的具体事项，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延长托管期限的时长；
（2）延长对全部授权股权对应的标的权利的托管期限，或者延长对部分授权股权对
应的标的权利的托管期限；
（3）延长标的权利中的部分或全部，或者增加权利。
3、 委托方与受托方均不排除在托管期限内由受托方在合适的时机收购全部授权股
权，如委托方与受托方协商决定由受托方收购全部授权股权，则双方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授权股权托管期终止。
（三）标的权利托管
1、海科金集团将其持有的海鑫公司100%股权（即“授权股权” ）对应的表决权以及
分红权（即“
标的权利” ）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委托受托方进行管理。
标的权利的范围包括授权股权对应的提名、提案及表决权（表决权包含授权股权对应
的直接表决权及累积投票中的投票/表决权）、分红权，以及除本协议3.10款所述授权股权
处置权以外的全部法律和海鑫公司章程规定的、 作为海鑫公司股东就授权股权可以享受
的股东权利。
2、委托方同意，3.1款所述之授权股权的范围和数量包含托管期限内因海鑫公司资本
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或向海鑫公司股东分红送股/配股/拆股而衍生新增的股权。 本款所
述情形发生时，授权股权的范围及数量自动发生调整，标的权利的范围亦自动及于调整后
新增的授权股权。
3、各方一致同意，托管期限内，受托方行使标的权利的形式包含：
（1）依据法律及海鑫公司章程做出股东决定，签署股东决定相关决议文件；
（2）根据法律及海鑫公司章程享有的股东提名权，包括但不限于委派、选举和更换非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海鑫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他应由股东任免的人员等；
（3）查阅海鑫公司股东名册、股东决定记录、执行董事决定记录、监事决定记录、海鑫
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的单体/合并财务会计报告等海鑫公司的公司文件，或者其他反映海
鑫公司业务、财务、员工、运营管理内容的相关资料，委托方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海鑫公司给
予全部必要及充分的配合；
（4）根据法律及海鑫公司章程享有的股东分红权；
（5）法律及海鑫公司章程及本协议规定的、股东应享有的其他除本协议3.10款所述
处置权等财产权利以外的权利，如知情权、质询权、查询权和建议权。
4、委托方确认并同意，托管期限内，委托方系将标的权利全权委托/授权受托方行使，
受托方行使标的权利无需另行取得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如因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
/证券登记公司或海鑫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需委托方在本协议以外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
或在相关法律文件上签章，或者为配合受托方行使标的权利而完成其他配合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按照法律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答复有关监管机构问询等），委托
方应于收到受托方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文件的出具或其他受托方要求的配
合工作。
5、海科金集团进一步确认并承诺，对于受托方行使标的权利的方式、内容和结果，海
科金集团不会以任何形式表示反对、异议或质疑。
6、在托管期限内，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委托方不得自行行使本协议规定的标的权
利，亦不得委托/授权受托方以外的任何其他方行使标的权利。 委托方承诺，托管期限内，
其将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等）排除或限制受托方
行使标的权利，或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制造受托方行使标的权利的障碍。
7、委托方向受托方承诺，本协议项下的股权托管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本协议一经生
效，即视为委托方已将标的权利无条件地全面授予受托方，在托管期内，除非本协议另有
规定或受托方同意，该等授权不可由委托方单方面撤销或追回。
8、各方同意，委托方可以在法律及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享受其作为股东对海鑫公
司享有的知情权、质询权、查询权和建议权。
9、各方进一步同意，委托方对于受托方根据本协议而发生的具体管理行为享有知情
权，受托方应在每一季度结束时将本季度的具体管理情况对委托方进行通报，委托方可对
受托方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10、受托方承诺及保证，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授权股权
的所有权进行处置、且不得将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其他方，不得将授权股权
转托管于第三方。
11、各方同意并承诺，托管期限内，如标的权利的行使因任何原因无法实现，各方应立
即谋求最可行之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签署法律文件修改或调整现有委托内容，以期最大
程度地实现本协议之托管目的。
（四）托管收益
1、各方同意，委托方因标的权利托管无需向受托方支付任何托管费。
2、在托管期限内，受托方享有授权股权的股东分红权，受托方有权决定分红的时点。
3、托管期间海鑫公司的盈利或亏损由受托方按授权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五）协议签署时间
本协议签署于2020年12月1日。
（六）生效时间及条件
协议在下述各项内容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适格主体签字盖章；
2、本协议获得有权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
三、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科金集团通过持有海鑫资产100%股权，间接控制上市公司287,
749,42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98%；本次权益变动后，海科金集团通过海鑫资
产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和比例不变， 不再通过海鑫资产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9.98%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商建未持有公司股份或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本次权益变动后，海
商建将通过股份托管的方式间接控制上市公司287,749,42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9.98%。 海商建的控股股东海淀区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海鑫资产仍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委托管理事项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其它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海
鑫资产，实际控制人仍为北京市海淀区国资委。
2、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权益变动已获得有权国资监管部门批复，海科金集团和海商
建已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3、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200429

公告编号： 2020-061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8修订）》（证监会公告[2018]36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年2月1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
—重大资产重组》（深证上[2019]273
号）等文件的规定，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高速” 、“上市公
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对本次
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进行了自查，具体如下：
一、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20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管理制度》、《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在本次交易筹划期间，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
相关制度的规定，采取了如下的保密措施：
1、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已经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
施， 并严格控制项目参与人员范围， 尽可能的缩小知悉本次交易相关敏感信息的人员范
围。
2、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和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
署了《保密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密信息的范围及保密责任。
3、公司就本次重组制作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等备查文件，内容包括本
次重组过程中各个关键时点的时间、参与人员名单、主要内容等，相关人员已在备查文件
上签名确认。
4、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
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
已在重组报告书披露后，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自查期
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2020年7月
17日）前6个月（2020年1月17日）至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的期间（即自
2020年1月17日起至2020年11月25日止的期间，以下简称“
核查期间” ）。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2）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知情人员；
（3）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4） 标的公司相关知情人员；
（5） 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6） 前述（1）至（5）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四、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及相关机构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等文件，在核查期间，核
查对象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如下：
（一）自然人买卖粤高速股票情况
姓名

身份/职务

徐必强

粤高速董事之
配偶

徐子晗

粤高速董事之
子

龙新华

广东省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法
务部主管

林丹红

广东广惠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

证券简称

交易日期

交易类别

粤高速A

2020.07.17

买入

6,900

粤高速A

2020.07.20

卖出

6,900

0

粤高速A

2020.07.29

买入

6,300

6,300

粤高速A

2020.08.04

卖出

6,300

0

粤高速A

2020.03.20

买入

600

600

粤高速A

2020.06.08

卖出

600

0

粤高速A

2020.03.18

买入

1,000

1,000

粤高速A

2020.07.17

买入

2,000

2,000

粤高速A

2020.08.06

买入

1,000

3,000

粤高速A

2020.11.25

买入

1,000

4,000

2、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建议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
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 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交易
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
龙新华对其于核查期间买卖粤高速A股股票的行为，出具承诺如下：
“
1、自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前，本人并不知悉本次交易，本人未参与本次交易
方案的制定及决策。 本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粤高速股
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
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建议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
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 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交易
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4、若上述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粤高速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缴粤高速所有。 ”
林丹红对其于核查期间买卖粤高速A股股票的行为，出具承诺如下：
“
1、自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前，本人并不知悉本次交易，本人未参与本次交易
方案的制定及决策。 本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粤高速股
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
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建议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
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 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交易
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4、若上述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粤高速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缴粤高速所有。 ”
（二）法人买卖粤高速股票情况
核查期间，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交集团” ）股票账户存在粤高速
A股股票非交易过户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过户日期

证券简称

过户类别

成交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1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378

410,033,143

2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89

410,033,332

3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94

410,033,426

4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89

410,033,615

5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133

410,034,748

6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89

410,034,937

7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89

410,035,126

8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378

410,035,504

9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944

410,036,448

批量非交易过户

944

11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472

410,037,864

12

10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89

410,038,053

13

2020.05.13

粤高速A

410,037,392

2020.05.13

粤高速A

14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189

410,038,525

15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755

410,039,280

批量非交易过户

283

410,038,336

16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944

410,040,224

17

2020.05.13

粤高速A

批量非交易过户

472

410,040,696

成交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6,900

徐必强对其于核查期间买卖粤高速A股股票的行为，出具承诺如下：
“
1、自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前，本人并不知悉本次交易，本人及本人亲属未参
与本次交易方案的制定及决策。 本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及粤高速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
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建议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从
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
他途径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 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交易事宜之未公开信
息披露给第三方。
4、若上述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粤高速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缴粤高速所有。 ”
徐子晗对其于核查期间买卖粤高速A股股票的行为，出具承诺如下：
“
1、自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前，本人并不知悉本次交易，本人及本人亲属未参
与本次交易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本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及粤高速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
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建议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
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 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交易
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4、若上述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粤高速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缴粤高速所有。 ”
对于徐必强、徐子晗在核查期间买卖粤高速A股股票的行为，徐必强之配偶、徐子晗
之母粤高速董事吴浩已出具承诺如下：
“
1、自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前，本人并不知悉本次交易，本人及本人亲属未参
与本次交易方案的制定及决策。 本人亲属买卖粤高速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及粤高速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
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他人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形。

注：上表中“
结余数量”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结果列示，股份性质为首发前限售股。
根据广交集团出具的 《关于买卖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自查报
告》，2020年5月13日，17名股东向广交集团偿还广交集团于粤高速股权分置改革时垫付
的对价，共向广交集团非交易过户7,931股粤高速A股股票，核查期间，除前述批量非交易
过户情况，广交集团不存在其他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况。
同时， 广交集团出具承诺：“广交集团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粤高速股票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粤高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
况， 最近36个月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而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
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
（三）相关机构买卖粤高速股票情况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
日期

证券简称

股份变动情况（股）

2020.03.31-2020.11.23

粤高速A

43,300

2020.04.01-2020.11.25

粤高速A

43,300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股）
0

买入/卖出
买入
卖出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日期

证券简称

股份变动情况（股）

2020.08.10-2020.10.12

粤高速A

26,300

2020.02.28-2020.10.16

粤高速A

468,500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股）
0

买入/卖出
买入
卖出

对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自营业务账户、中金公司资
产管理业务账户在核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中金公司已出具说明及承诺，具体如
下：“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
分保障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 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 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
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
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公司自营、资管
账户买卖粤高速A股票是依据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属于其日常市场化行为。 除
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不以直接或间接
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违规买卖‘
粤高速A’ 和‘
粤高速B’ 股票，也不以任何方
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违规披露给第三方。 ”
五、其他说明
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影响；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
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