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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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70,000,000.00元,（大写）柒仟万元整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96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9月 4日及 2019年 9月 2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通过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理财，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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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银行理
财产品

挂钩
型结
构性
存款

3,500 1.30%
-6.10% / 96天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 / / 否

中国银
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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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银行理
财产品

挂钩
型结
构性
存款

3,500 1.30%
-6.10% / 96天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属于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

发行机构。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 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 主要条款如

下：
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CSDV20190992
3、币种：人民币
4、指定结算账户账号：541758221008
5、认购金额：人民币 35,000,000.00元,（大写）叁仟伍佰万元整
6、产品成立日：2020年 1月 2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 4月 7日
8、产品期限：96天
9、浮动收益率范围：1.30%-6.10%（年化）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 主要条款如

下：
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CSDV20190993
3、币种：人民币
4、指定结算账户账号：541758221008
5、认购金额：人民币 35,000,000.00元,（大写）叁仟伍佰万元整
6、产品成立日：2020年 1月 2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 4月 7日
8、产品期限：96天
9、浮动收益率范围：1.30%-6.10%（年化）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投向为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

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代码：601988），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和 2019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10,084.37 153,736.60
负债总额 29,998.12 27,065.42
净资产 80,086.25 126,671.18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9,003.38 3,164.79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 382,945,042.49 元， 本次理财金额 合计

70,000,000.00 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8.28%，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
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自 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 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购买的为保本、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但理财产品仍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

来的清算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六、 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于 2019年 9月 20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银行、 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 12个
月内，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
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9月 4日及 2019年 9月 21日刊登于《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201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32.79 无
2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32.79 无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6.33 无
6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合计 26,000 9,000 71.91 17,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4,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7.4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4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7,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3,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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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韩芳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28,806,81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8% 。 韩芳女士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110,000 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80%，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韩芳女士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韩芳女士已将质
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解除质押，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韩芳
本次解质股份 3,11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8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2%
解质时间 2019年 12月 31日

持股数量 28,806,810
持股比例 21.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韩芳女士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
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韩芳女士直接持有 28,806,81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1.48%。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股东韩芳女士剩余被质押股份 0 股，占其持
股总数的 0%，占公司总股本的 0%。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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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 -12 月，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61,599,474.26 元，具体情况如下：

获得补助的主
体 提供补助的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

项目 补助形式 补助金额（元） 收到补助的时间 补助依据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是否已经
实际收到
相关款项

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

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2019年研发补助 货币资金 1,130,000.00 2019/10/31 云南省科技厅关于下达2019年省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明细）的通知（云科资发﹝2019﹞9号） 是 是 否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会经

济发展局

2019年省级企业扩
销促产铁路运费补

助
货币资金 1,970,000.00 2019/11/29

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2019
年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昆财产业
﹝2019﹞238号）

是 是 否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稳岗补贴 货币资金 22,519,422.00 2019/12/25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九部门关于做好2019
年度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工作的通知（昆人社通﹝2019﹞127号）

是 是 否

云南云铝润鑫
铝业有限公司

个旧市财
政局

2019年研发经费补
助 货币资金 3,742,000.00 2019/9/23

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2019年科
技计划省对下转移支付（第一批）资金及绩效目标的通
知（红财教发﹝2019﹞65号）

是 是 否

个旧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 稳岗补贴 货币资金 7,463,153.70 2019/12/4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九部门关于做好2019
年度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工作的实施方案（红人社发﹝2019﹞145号）

是 是 否

云南云铝涌鑫
铝业有限公司

建水县财
政局 生产经营困难补助 货币资金 1,598,880.00 2019/9/10 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报建水县人民政府批准的

关于生产经营困难财政补助资金的申请 是 是 否

建水县农业局
2019年科技计划省
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资金

货币资金 6,623,000.00 2019/10/24
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2019年科
技计划省对下转移支付（第一批）资金及绩效目标的通
知（红财教发﹝2019﹞65号）

是 是 否

建水县劳动就业服
务管理中心 稳岗补贴 货币资金

1,962,051.72 2019/12/12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红河州财政局关于从
失业保险基金中给予我州三户暂时性困难企业稳岗返
还的通知（红人社发﹝2019﹞152号）

是 是 否2,000,000.00 2019/12/13
1,000,000.00 2019/12/16

建水县财政局
红河州2019年省级
企业扩销促产铁路

运费补助
货币资金 3,400,000.00 2019/12/25

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2019
年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红财建发
﹝2019﹞149号）

是 是 否

云南云铝泽鑫
铝业有限公司

富源县劳动就业服
务中心 稳岗补贴 货币资金 5,597,760.00 2019/11/28

转发关于做好2019年度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望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曲人
社﹝2019﹞95号）

是 是 否

云南源鑫炭素
有限公司

建水县劳动就业服
务管理中心 稳岗补贴 货币资金

1,593,206.84 2019/12/12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红河州财政局关于从
失业保险基金中给予我州三户暂时性困难企业稳岗返
还的通知（红人社发﹝2019﹞152号）

是 是 否
1,000,000.00 2019/12/16

合 计 61,599,474.2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 9 月 -12 月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61,599,474.26 元。
（二）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

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三）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正面影响，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61,599,474.26 元，其中计入公司 2019 年当期损益的为 53,846,474.26 元，计

入递延收益的为 7,753,000.00 元。
（四）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19 年度损益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二）收款凭证。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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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产品名称，期限：

序号 产品提供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万
元）

产品期限
（天）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750 96
2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750 96

3 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
品 1,500 96

? 履行的审议程序：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9月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9月20日召开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4日及2019年9月2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通过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理财，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7月19日核发的《关于核准南通海星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21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5,2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9,360,000.00元，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46,319,000.00元（不含税）、其他发行费用13,521,000.00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469,520,000.00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已于2019年8月6日出具了天健验[2019]25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
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503.87万元，其中各项目使用情况
及金额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金额（万元）
2019年度使用金额

（万元）
累计使用金额

（万元）
1 高性能低压化成箔扩产技改项目 10,608.00 6,403.894 6,403.894
2 高性能中高压化成箔扩产技改项目 15,100.00 7,143.295 7,143.295
3 高性能低压腐蚀箔扩产技改项目 13,220.00 2,190.102 2,190.102
4 高性能中高压腐蚀箔扩产技改项目 8,024.00 2,766.579 2,766.579

合 计 46,952.00 18,503.870 18,503.870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
化

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
化
安排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计
收益
（如
有）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2,750 1.30%
-6.10% / 96天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 / / 否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2,750 1.30%
-6.10% / 96天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 / / 否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人民币
按期开
放理财
产品

1,500 3.2% / 96天 保本
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以及保本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符
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
发行机构。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 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CSDV20190992
3、币种：人民币
4、指定结算账户账号：483273535497
5、认购金额：人民币27,500,000.00元,（大写）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6、产品成立日：2020年1月2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4月7日
8、产品期限：96天
9、浮动收益率范围：1.30%-6.10%（年化）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CSDV20190993
3、币种：人民币
4、指定结算账户账号：483273535497
5、认购金额：人民币27,500,000.00元,（大写）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6、产品成立日：2020年1月2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4月7日
8、产品期限：96天

9、浮动收益率范围：1.30%-6.10%（年化）
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1、产品名称：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2、产品代码：CNYAQKF
3、币种：人民币
4、指定结算账户账号：539173533903
5、认购金额：人民币15,000,000.00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
6、产品成立日：2020年1月2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4月7日
8、产品期限：96天
9、收益率：3.20%（年化）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投向为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及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收益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额度

为人民币5,500万元，期限为96天；购买的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收益类型为保本型，
额度为人民币1,500万元，期限为96天。上述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
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

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代码：601988），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10,084.37 153,736.60
负债总额 29,998.12 27,065.42
净资产 80,086.25 126,671.18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9,003.38 3,164.79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382,945,042.49元， 本次理财金额 合计

70,000,000.00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8.28%，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自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
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购买的为保本、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但理财产品仍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

来的清算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9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9月20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管理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循环滚动使用，授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12个月内，到期后资
金及时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内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4日及2019年9月21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7），《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900 3,900 3.37 无
2 银行理财产品 3,450 3,450 32.33 无
3 银行理财产品 3,450 3,450 32.33 无
4 银行理财产品 2,250 2,250 21.08 无
5 银行理财产品 2,250 2,250 21.08 无
6 银行理财产品 700 700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8.85 无
8 银行理财产品 7,800 7,800 4.94 无
9 银行理财产品 7,800 7,800
10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2,750 2,750
13 银行理财产品 2,750 2,750
13 银行理财产品 1,500 1,500

合计 44,600 24,100 123.98 20,5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3,1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6.36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8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500

总理财额度 25,000
特此公告。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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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12 月 27 日，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收
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9】315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前就《问询
函》所述问题进行回复并予以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披露的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北京昊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信息披露有关事
项的问询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

了逐项分析和深入核查。 但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事项仍有待进一步核查、核
实，公司预计无法在 2020 年 1 月 3 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并公开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回复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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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收回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社会保险费补贴办法〉 的通知》（琼人社发
〔2017〕335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近日收到临高县美台国防公路项目、陵水县生活垃
圾焚烧厂项目、 三亚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项目、 三亚市生活垃圾扩建项目、山

海高速项目的征地社会保险补贴费 22,901,189.95 元。 该费用将由公司统筹使用，专
项用于弥补公司为征地失岗胶工垫付的社保支出， 将对公司 2019 年的损益产生一
定影响。 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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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案》，并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19 年 8 月 12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股份
回购，并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市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 年 12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28,76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47%，成交的最高价为 10.86 元 / 股，最低价为 10.78 元 / 股，支
付的金额为 4,643,111.42 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已累计回购股份 5,577,41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810%， 成交的最高价为
14.26 元 / 股， 最低价为 10.65 元 / 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69,430,125.93 元人民币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
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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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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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刘安省持有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77,473,50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91%；孙朋东持有公司股份 9,465,829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1.58%；张国强持有公司股份 9,368,11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6%；赵杰持有公司股份 6,467,95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8%；仲继华持有公司股份
5,599,35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3%。

上述五名股东与徐进、范博、徐钦祥、朱成寅、周图亮、段炼、黄绍刚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1,369,4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9%。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共减持公司股份 5,903,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其中上述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3,203,011

股，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安省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7,473,507 12.91% IPO前取得：77,473,507股
孙朋东 5%以下股东 9,465,829 1.58% IPO前取得：9,465,829股
张国强 5%以下股东 9,368,118 1.56% IPO前取得：9,368,118股
赵杰 5%以下股东 6,467,955 1.08% IPO前取得：6,467,955股
仲继华 5%以下股东 5,599,351 0.93% IPO前取得：5,599,35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徐进 109,568,568 18.26%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刘安省 77,473,507 12.91%
黄绍刚 12,411,743 2.07%
范博 10,965,476 1.83%
朱成寅 10,555,202 1.76%
徐钦祥 9,976,331 1.66%
周图亮 9,976,331 1.66%
段炼 9,541,014 1.59%
孙朋东 9,465,829 1.58%
张国强 9,368,118 1.56%
赵杰 6,467,955 1.08%
仲继华 5,599,351 0.93%

合计 281,369,425 46.89%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刘安省 5,469,311 0.91% 2019/7/24～2020/1/2 大宗交易、集中竞
价交易 54.99-62.99 322,706,914 72,004,196 12.00%

孙朋东 0 0.00% 2019/7/24～2020/1/2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9,465,829 1.58%
张国强 52,600 0.01% 2019/7/24～2020/1/2 集中竞价交易 66.47-66.88 3,506,471 9,315,518 1.55%
赵杰 300,000 0.05% 2019/7/24～2020/1/2 集中竞价交易 53.56-61.58 16,520,034 6,167,955 1.03%
仲继华 81,100 0.01% 2019/7/24～2020/1/2 集中竞价交易 52.11-67.40 4,488,744 5,518,251 0.92%

其中，刘安省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2,700,000� 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2,769,311 股。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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