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D88332020 年 1 月 15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17 华源 01”或“本期债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满三年，根据“17 华源 01”《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有关条款的规定，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完成
了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17 华源 01。
3、债券代码：114100.SZ。
4、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 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6、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200 名特定对象（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

力的合格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特定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
7、存续期限：3 年，附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票面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5.90%，在存续期内前 2 年票面利率固定不

变，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后的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1
年保持不变。

9、起息日：2017 年 1 月 13 日。
10、付息日：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 1 月 13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本金兑付日：2020 年 1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本息兑付及摘牌情况
1、2020 年 1 月 13 日， 公司已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了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公司已按期、足额支付了 2019 年 1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期间（最后一期）的利息、并全额兑付了本期债券的本金。

2、根据相关规则，本期债券已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摘牌，并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起终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转让交易。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0 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0-001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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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3,000万元 亏损：14,221.88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回款工作力度，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预计将
对 2019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0-002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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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2019 年 5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遵循股东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董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
本要求、 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产品。 投资产品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且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4,450 万 股 ， 发 行 价 格 为 12.17 元 /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人 民 币
541,565,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1,295,501.9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490,269,498.1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7]038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制度。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1、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产品
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
来源

1 中信银行
深圳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9060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C195UO1AW）

1,959.00 2019/9/20 2020/1/7 保本 3.60%
闲置
募集
资金

2
宁波银行
深圳财富
港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893523 2,100.00 2019/10/30 2020/2/3 保本 3.40%

闲置
募集
资金

3
交通银行
深圳金田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3个月（汇率挂钩

看涨）

1,300.00 2019/11/1 2020/2/3 保本 3.65%
闲置
募集
资金

4
民生银行
深圳宝安
支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SDGA191347） 3,500.00 2019/12/27 2020/2/5 保本 3.60%

闲置
募集
资金

截至 2020 年 1 月 7 日，上述第 1 个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 1,959.00 万
元，实际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210,605.92 元。 到期后，本金和理财收益已全部划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2、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产品
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
源

1 中信银行
深圳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1515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C206R01JR）

1,900.00 2020/1/10 2020/4/24 保本 3.60% 闲置募
集资金

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5,0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
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
产品。 投资产品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且上述资金额度
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麦格米

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80 号）
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65,5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655 万张，期限 6 年。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证报告》（中汇会验[2020]0006 号），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 655,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4,000,000.00 元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
额为 651,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存入公司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专项账户中，银行账号为 611566866。 另减除律师费、会
计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信息披露费及路演推介宣传费等与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552,358.00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648,447,642.00 元。

公司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产品
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
来源

1
浦发银行
深圳分行
横岗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5061期（1个月）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8,000.00 2020/1/8 2020/2/10 保本 3.40%
闲置
募集
资金

2
中国银行
深圳蛇口
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DV202000235）
6,900.00 2020/1/10 2020/2/17 保本 3.30%

闲置
募集
资金

3
中国银行
深圳蛇口
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DV202000235）
6,000.00 2020/1/10 2020/2/17 保本 3.30%

闲置
募集
资金

4
中国银行
深圳蛇口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
币按期开放理财 4,000.00 2020/1/10 2020/1/31 保本 2.22%

闲 置
募 集
资金

5
民生银行
深圳宝安
支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200038) 4,400.00 2020/1/9 2020/2/18 保本 3.60%

闲置
募集
资金

6
宁波银行
深圳财富
港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0321 13,170.00 2020/1/16 2020/4/20 保本 3.40%

闲置
募集
资金

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

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
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公司的投资产品均经过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不排除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短期投资的收益不可预测。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商业银行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并提供保本承

诺、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
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所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
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有权对其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
投资产品及相关的损益情况。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滚动金额为 59,579.00

万元（其中，17,109.00 万元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42,470.00 万元
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实际获得投资理财收益
2,594,520.93 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1、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核及批准程序

及专项意见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已审批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2、 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核及批
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已审批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5、《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6、《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7、《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8、《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9、《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10、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理财产品合同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0-008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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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下午在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 81 号荣盛发展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50 名，代表股份 2,668,311,3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3664％，其中：参加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名，代表股份 2,490,662,6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28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8 名，代表股份 177,648,673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0856％。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共 43 名，代表股份 181,738,73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797％。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因公出差，过半

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刘山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荣盛兴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由公

司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61,821,5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568％； 反对 6,489,7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248,991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91％；反对 6,489,74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及参股公司预计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61,821,5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568％； 反对 6,489,7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248,991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91％；反对 6,489,74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83,713,0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903％；反对 38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209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1,352,634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6％；反对 386,1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0-004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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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详见公司 2019 年 6 月
6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公司最终实际从募集资金账户中共划出 4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
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资金运用情况
良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20,000 万元提
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59）。

截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剩余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
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 4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0-001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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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 唐人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南肉品”）参与完成的“传统特色肉制品现代化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荣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传统特色肉制品现代化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经过 12 年的联合攻关，

取得了系列关键技术突破：一是中式香肠通过乳酸菌发酵等风味、质构定量调控技
术形成独特风味物质，使香肠更营养更美味；二是集成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有效去
除传统腌腊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苯并芘等多环芳烃类有害物质， 使腊肉
产品更安全、更放心；三是突破了现代加工技术，研制烘干成熟一体化、自然气候模

拟等装备，用大规模生产替代传统的作坊式生产，为中国传统的肉品规模化生产，
为中华传统美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强的科技支撑。

二、对公司的影响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科技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代表了国内

先进的科技创新水平。 本次获奖体现了公司技术进步和研发实力，有助于提升公司
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公司将继续推进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为业绩持续增长提供保障。
本次获奖对公司短期业绩暂无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0-00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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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10 号）核准，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 1,8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国轩转债，债券代码：128086），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85,000.00 万元。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珠海
国轩 ”）、 实际控制人李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晨先生共计配售国轩转债
7,273,299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9.32%。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珠海国轩、实际控制人李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晨
先生的通知，珠海国轩、李缜先生和李晨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国轩转债共计

6,805,320 张，占发行总量的 36.79%。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减持前持有数量
（张）

减持前持有数量占
发行总量的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减持后持有数
量（张）

减持后持有数
量占发行总量

的比例

1 珠海
国轩 4,607,972 24.91% 4,140,000 467,972 2.53%

2 李缜 2,200,657 11.90% 2,200,657 0 0
3 李晨 464,670 2.51% 464,663 7 0

合计 7,273,299 39.32% 6,805,320 467,979 2.53%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0-002
债券代码：128086 债券简称：国轩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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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5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

2019 年 9 月 25 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9]SCP314 号），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详情参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0）。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发行了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到账。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超

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神州高铁 SCP001

代码 012000117 期限 260日
起息日 2020年 1月 13日 兑付日 2020年 9月 29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 4.18% 发行价（百元面值） 100.00
主承销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将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www.cfae.cn）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008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20007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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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1 月 14 日，天津市政府采购网（www.ccgp-tianjin.gov.cn）发布了《滨海
新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官港片区（一期）绿化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项目中标公告》，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天津市
园林规划设计院的联合体成为“滨海新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官港片区（一期）
绿化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中标人，中标价格
为 128,835,390.87 元。

一、中标项目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滨海新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官港片区（一期）绿化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2、中标单位：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人）、天津市园林规划

设计院
3、中标价格：128,835,390.87 元
4、采购人： 天津市官港森林绿化基地管理处

5、采购代理机构：天津市大港招标有限公司
二、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中标价格为 128,835,390.87 元。 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结果公示阶段，

若公司能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三、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
2、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结果公示阶段，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

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已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本项目进展情

况按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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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887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2020-007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滨海新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官港片区（一期）绿化

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的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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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053.38%–1130.28%
盈利：52,020.88万元

盈利：600,000万元–640,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持续影响，生猪市场供应形势紧张，整体价
格相比上年同期明显上涨，是导致业绩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

2、由于国内非洲猪瘟疫情仍然严峻，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提升生物安全硬件
基础设施的改造，强化物品、人员的管理，加大生物安全防控成本的投入，保障生猪
供应。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9 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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