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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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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2020年3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证券时报网 ，http://m.stcn.
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东岳硅材
（二）股票代码：30082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0,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0,000.00万股，均自上

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李寨村段
3、联系人：张秀磊
4、电话：0533-8514338
5、传真：0533-8510195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刘建亮、罗贵均
3、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B座

22层
4、电话：0755-23953946
5、传真：0755-23953850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1日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１，９３３．４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６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９３３．４０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
量为９６．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８．７２４６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７％，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７．９４５４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３０３．９７５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５０．７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９％。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１，８５４．６７５４万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０．８１元 ／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佳华科技”Ａ股５５０．７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
３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账户摇
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
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７２６，５９１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１，９４６，７９５．８５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２８７５１％。 配号总数为３８，９３５，９１７个，号
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８，９３５，９１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５３５．１３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８５．５０万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１８．４７５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６０．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３６．２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３９．６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７８１５９８％。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机械”、“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３４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２０１９］２７６８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３４０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９３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６．５８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建科机械”Ａ股９３６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
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６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８８７，８１２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８２，１５９，０５０，０００股，配号总量为１６４，３１８，１００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为０００１６４３１８１０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７７７．６７６２８倍，高
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本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０６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的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６３３２０７８％，有效申购倍数
为３，９０１．１８９４６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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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
年３月１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
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证券日报
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聚杰微纤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８１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９，９４７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４８７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八坼镇南郊
联系人：黄亚辉
电话：０５１２－６３３６６３３６
传真：０５１２－６３３６８００７
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
传真：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２４

发行人：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1日

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箭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９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７０３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天
箭科技”，股票代码为“００２９７７”。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９．９８元 ／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７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１７，８４０，７４０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５３４，８６５，３８５．２０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５９，２６０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１，７７６，６１４．８０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合计为５９，２６０股，包销金额为１，７７６，６１４．８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０．３３％。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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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召开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以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并将上述
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9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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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法院受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合计货款人民币 23,951.26 万元及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拟在 2019 年末对诉讼涉及的资产

计提对应减值损失，预计影响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当期净利润约-2.20 亿元。 鉴于上
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年度及期后利润
的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和影响结果以年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8 份《受理案件通知书》，法院正

式受理了本公司分别与重庆市贵耀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闽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常熟源升体育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泓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兰州宏泰盛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南京海旺圣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杭州天群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共 8 家原贵人鸟品牌经销商的货款纠纷案件， 本公
司为案件原告，8 家原贵人鸟品牌经销商为被告。

二、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诉讼请求
公司作为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1、8 家被告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合计人民币 23,951.26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各被告尚欠货款明细如下:

（1）重庆市贵耀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5,017.47 万元；
（2）广州市天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3,946.45 万元；
（3）上海泓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3,659.99 万元；
（4）常熟源升体育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3,477.14 万元；
（5）兰州宏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2,988.69 万元；
（6）南京海旺圣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2,335.43 万元；
（7）杭州天群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2,177.76 万元；
（8）广州市天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本公司的货款 348.33 万元。
2、以上 8 家被告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二）案件事实与理由
8 家被告均为本公司原贵人鸟品牌经销商（即原本公司客户），本公司曾与上述

被告签署《“贵人鸟”运动休闲系列产品区域经销合同书》，授权被告作为指定区域
销售“贵人鸟”运动休闲系列产品的经销商。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履行了向被告供
货的义务。 但经双方结算，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被告尚欠本公司货款合计
人民币 23,951.26 万元，经友好协商及公司多次催款，被告至今仍未支付。 为维护上
市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近期就该等货款纠纷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
讼，并于 2020 年 3 月 6 日被法院正式受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贵人鸟品牌业务自 2018 年末起逐步开始优化销售模式， 在部分区域分别

设立了分公司， 自此贵人鸟品牌产品的销售模式由原始本公司授权区域经销商独
立运营，转变为本公司直接负责在该区域的门店联营（或称类直营）销售和再分销，
强化了部分区域的渠道管控力度。 因此，本次诉讼不会对贵人鸟品牌业务运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于 2019 年初开始与上述 8 家被告基本不再有业务合作， 公司多次催收其
拖欠货款，但截止 2019 年末，上述被告的货款拖欠时间已超一年以上，其中：逾期
1-2 年货款 15,390.88 万元，逾期 2-3 年货款 8,559.91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公司拟在 2019 年度对上述诉讼事项涉及的应收账款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预计影响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当期净利润约-2.2 亿元，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和影
响结果以年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无法准确判断上述诉讼对公司本年度

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的资产在 2019 年度的减值损失处理及影响，以
公司后续另行披露的相关资产减值事项及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
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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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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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45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
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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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 年 2 月 5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向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共赢利率结构 32177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通
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收回本金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取得收益人民币 65,205.48 元，实现预期收益。

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已结息协定存款累计收益额约为 57.21 万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除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外，使用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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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00.00 26,900.00 112.64 41,7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28,600.00 4,000.00 8.52 24,600.00

合计 97,200.00 30,900.00 121.16 66,3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9,3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90.89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7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6,3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200.00

总理财额度 74,500.00

注： 上表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指 2018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0-011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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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初步核算的集团口径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
（未经审计）

2018年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4,734 72,227 17.32
营业利润 27,497 26,688 3.03
利润总额 27,563 26,783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05 20,854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56 20,807 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7 1.56 -1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1 12.67 下降 2.06个百分点

2019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3,020,789 2,680,580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67,588 217,141 23.23

股本 15,387 15,38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3.49 12.81 5.31

不良贷款率（%） 1.83 1.85 下降 0.02个百分点

注：
1、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019 年，本公司对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8.40 亿元。 在计算基本
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考虑了优先股股息发放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集团各项业务稳健开展，经营质效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

营业收入 847.34 亿元，同比增加 125.07 亿元，增幅 17.32%；利润总额 275.63 亿元，
同比增加 7.80 亿元，增幅 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05 亿元，同比
增加 10.51 亿元，增幅 5.04%。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30,207.89 亿元，较上年末
增加 3,402.09 亿元，增幅 12.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75.88 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 504.47 亿元，增幅 23.23%；不良贷款率 1.83%，较上年末下降
0.02 个百分点。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本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行长、财务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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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通知： 李东生先生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和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的本公司股份 80,800,000 股和
40,000,000 股，已于近日解除质押，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本次解除质押后，李东生先生质押的本公司股份为 420,820,0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11%，占其个人持股总数的比例由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71.3%下降至 51.9%。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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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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户海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原因，
户海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并同时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户海印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
补选董事。

户海印先生在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忠
实地履行了董事职责与义务，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户海印先生对公司发展和董事会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 表示
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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