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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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亚拓
士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拓士”）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
东法院”）寄送的（2017）沪 0115 民初 83817 号民事判决书、公司控股子公司蓝沙信
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亚拓士收到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新加坡）（以下简称
“ICC”）发送的《Partial� Award� on� Liability》（关于责任的部分裁决书，以下简称“部
分裁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2017）沪 0115 民初 83817 号
公司子公司上海数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龙科技”）在公司另一子公司

盛趣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趣信息”）享有的《传奇世界》基础上研
发了《传奇世界》手游，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娱美德”）、株式会社传奇 IP
（以下简称“韩国传奇公司”） 认为数龙科技的行为侵犯了其权利且构成不正当竞
争，向浦东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为数龙科技。 因案件的处理与亚拓士公司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浦东法院追加亚拓士公司为共同原告。

原告娱美德、韩国传奇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著作权侵权及
不正当竞争行为；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2000 万元（以下币种同）；
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合理费用 60 万元（包括律师费 50 万元，公证费、公证认证费
及翻译费 10 万元）。

（二）22820/PTA
2017 年，娱美德向 ICC 提起了仲裁申请，案号 22820/PTA。 该案申请人为娱美

德、韩国传奇公司（以下合称“申请人”）；被申请人为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沙信息”）、Shengqu� Games� Limited（原“Shanda� Games� Limited”，以下
简称“Shanda� Games”）和亚拓士。

上述两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二、诉讼、仲裁结果
（一）（2017）沪 0115 民初 83817 号
浦东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娱美德、韩国传奇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原

告承担。

根据（2017）沪 0115 民初 83817 号民事判决书，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娱美德、亚拓士起诉《传奇世界》端游的游戏画面侵犯《热血传奇》游戏画面

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号：（2003）一中民初字第 11013 号）中，确认盛趣信息享有《传
奇世界》的著作权，但并未对该游戏画面的呈现手段和终端作出任何限制，应视为
其认为无需作出限制。 并且，该调解协议划分的市场范围不仅包括争议当时已有的
游戏市场，还应包括随着技术发展而必然会出现的其他游戏细分市场。 判决认定盛
趣信息有权行使其关于《传奇世界》游戏的完整著作权，《传奇世界》手游未侵害原
告的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22820/PTA
（1）声明仲裁庭对提交仲裁的全部争议和仲裁当事人均有管辖权。
（2）声明申请人，作为授权方，是 Software� Licensing� Agreement 的适格一方。
（3）声明申请人有权就蓝沙信息和 Shanda� Games 本裁决中所列的违反 Software�

Licensing� Agreement 的行为向其提出索赔。
（4）声明 Software� Licensing� Agreement 授权期限最迟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到期，

之后 Software� Licensing� Agreement 的效力终止。
（5） 命令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之日起 21 天内向申请人披露所有未经申请人同意

蓝沙信息和 Shanda� Games（及其关联公司）与第三方签署的有关开发和利用 MIR2�
IP（不论以传奇世界，授权书，或其他形式）的分授权协议和安排，以及所有与履行
该等分授权协议和安排相关的文件。

（6） 命令蓝沙信息和 Shanda� Games 停止使用并向申请人返还任何及全部下列
项目：(i)软件（包括相关打印文件，图片文件和视频，涉及安装、计算机软件的应用
和使用的手册，公开规范，商标（例如“热血传奇”商标），标志以及任何与 MIR2 相
关的艺术作品），和(ii)与软件有关的数据库（包括在授权期间内 MIR2 的所有补丁
和 / 或升级，与 MIR2 有关的所有用户 ID，密码和角色信息）。

（7）命令蓝沙信息和 Shanda� Games 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关联公司、子公司或
其他相关方禁止使用、推广、发行、营销、改编、修改、开发或利用 MIR2� PC 客户端
游戏的衍生版本（包括手机版、网页版及任何其他形式），不论通过传奇世界、授权
书，或其他形式，或允许第三方这样做。

（8）命令被申请人停止申请执行 SHIAC 裁决或依赖 SHIAC 裁决向第三方（包
括潜在被授权方） 作出蓝沙信息或 Shanda� Games 依据 2017 年续展协议享有 MIR2
授权并有权将 MIR2 授予任何被分授权方的任何陈述或声明。

（9） 命令蓝沙信息和 Shanda� Games 对仲裁庭于本案判断赔偿额的阶段认定的

蓝沙信息和 Shanda� Games 因违反《Software� Licensing� Agreement》而应向申请人支付
的赔偿损失（如有），或返还利润（如适当），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10）命令亚拓士对裁决第 VII（5）（D）部分认定的协助违反合同和第 VII（6）部
分认定的串谋行为向申请人支付赔偿损失（如有），或返还利润（如适当）。

（11）保留就所有其他请求和索赔作出单个或更多后续裁决。
三、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就（2017）沪 0115 民初 83817 号判决而言，该诉讼结果为一审判决，对本期或期

后利润存有积极影响，本案当事人是否上诉和后续诉讼结果仍存有不确定性。
就 ICC 的 22820/PTA 案件本部分裁决书而言，本案主要系娱美德公司、韩国传

奇公司对亚拓士和蓝沙信息就《传奇》游戏软件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签订的续约协
议等相关事项提起的仲裁。 ICC 本次对 2017 年续约协议的裁决是根据新加坡法律
管辖和解释，由 ICC 作为仲裁机构来进行仲裁，且根据 ICC 的仲裁规则在新加坡举
行。 但 2017 续约协议主要授权地域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该协议明确约定：“2.争议
解决和管辖法律修订。 原软件授权协议、各修订协议、和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原软件授权协议、任何一份修订协议或本协议
所产生的所有争议应提交至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进行最终和有约束力的
仲裁。 仲裁应根据 SHIAC 的仲裁规则在中国上海举行。 ”鉴于本次 ICC 部分裁决书
法律管辖基础及过程均与 2017 续约协议约定不符，ICC 对 2017 续约协议并无管辖
及裁决的权利。

而 2017 续约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已于 2018 年 1 月作出
[2018]沪贸仲裁字第 028 号生效裁决，裁决结果确认 2017 续约协议为合法有效的协
议。

另外，娱美德、韩国传奇公司亦就 2017 续约协议以相同或类似的诉由在韩国和
中国国内发起多个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10 月，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 63-2� 民事部判决书（案号：2017� 民
一合 562160）一审判决驳回了娱美德、传奇 IP� 公司要求确认亚拓士与蓝沙信息签
订的关于《传奇》游戏软件《续展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具体可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诉讼事
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0）。

2019 年 12 月，中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 73� 民初 617� 号民事判决中一
审依法判决驳回了娱美德公司与传奇 IP� 要求确认亚拓士与蓝沙信息签订的关于
《传奇》游戏软件《续展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 详见 2019 年 12 月 24 日于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07）。

综上所述，2017 续约协议的主要授权地域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ICC 作为国外
仲裁机构无权否定和改变已经生效的确认 2017 续约协议有效的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裁决的有效性与可执行性； 且 ICC 作为民间仲裁机构作出的本部分裁决亦无权否
定和改变蓝沙信息所在地的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及娱美德、 亚拓士公司所在地的韩
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已经依据司法主权作出的驳回娱美德与韩国传奇公司关于
2017 续约协议无效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

有鉴于此，以确认 2017 续约协议有效且已于 2018 年 1 月依法生效的上海国际
仲裁中心裁决为基础， 蓝沙信息将继续依法依照 2017 续约协议行使权利、 履行义
务， 继续在前述已驳回娱美德与韩国传奇公司关于 2017 续约协议无效诉讼请求的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判决的后续司法程序中主张权利； 并将向对本次 ICC 部分裁决
书有法定撤销权利的相关法院依法申请撤销该裁决书，也将根据《纽约公约》及我
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国内相关司法程序中依法要求对该部分裁决书予以拒绝承
认和执行。

亚拓士公司作为公司旗下的韩国上市公司及《传奇》游戏共同著作权人，将继续
依法行使共同著作权人的权利， 继续在前述已驳回娱美德与韩国传奇公司关于
2017 续约协议无效诉讼请求的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的后续司法程序中主张
权利； 并将向对本次 ICC 部分裁决书有法定撤销权利的相关法院依法申请撤销该
裁决书，也将根据《纽约公约》及韩国法律法规规定在韩国国内相关司法程序中依
法要求对该部分裁决书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

四、其他说明
公司相应诉讼事项如有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 0115 民初 83817 号民事判决书；
2、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新加坡）《Partial� Award� on� Liability》。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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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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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00 元 / 股 （含）， 回购股份比例不低于 0.7589%， 不超过
1.2648%；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在指定的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 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 3 个月， 延长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止， 即回购实施期限自 2019 年 11 月 13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指定的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情况
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情况
2020 年 2 月 5 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了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 在回购期间，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3 日、2020 年 2 月 4 日、3 月 3 日、4 月 3 日、5 月 7 日、6 月 3 日，公司分
别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2020-010、
2020-015、2020-018、2020-042、2020-052）。

截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数量为 3,024,64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657%， 成交的最高价为
6.65 元 / 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5.00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8,202,272.02 元（含
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
期限，符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回购报告书》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的相关规定，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
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后，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
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即 2019 年 11 月 14 日）起至本公告发布期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提议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权益变动情况符合公司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如下：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2、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蔡晶女士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共计 104,478,461 股协议转让给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青岛市海
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过户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 青岛海洋创新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青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成为公司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在指定的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暨控股权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1）。

五、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根据《回购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暂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在回购股份过户之前，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议案》、《回购报告书》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 若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
施上述用途，未授出或转让的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 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回购股份数量共计 3,024,648 股。截至本公

告日，该等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目前相关方案尚未制定与实施，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按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则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带来的变动情况如
下：

1、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则公司总
股本没有变动，预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33,718 3.64% 3,024,648 15,758,366 4.5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653,192 96.36% -3,024,648 333,628,544 95.49%

三、总股本 349,386,910 100.00% - 349,386,910 100.00%

2、假设股权激励计划因各种不可抗力未能成功实施而相应注销全部回购股份，
则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3,024,648 股，预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33,718 3.64% - 12,733,718 3.6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653,192 96.36% -3,024,648 333,628,544 96.32%

三、总股本 349,386,910 100.00% -3,024,648 346,362,262 100.00%

七、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
股份报告书》的相关内容及《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自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 年 2 月 5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成交量为 3,617.64 万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
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904.41 万股），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八条关于回购股份数量和节奏
的规定；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因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导致股东持有、控制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该等股
东无须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无须公司控股股东履行要约收购义
务，不需要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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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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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经审慎

考虑，参与四川岷江雪盐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岷江雪公司”）破产清算资产竞买
招募。 本次招募以公开方式进行，公司能否成为合格意向竞买人、成为合格意向竞
买人后实施全面尽职调查的结果及最终能否竞买成功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情况概述
2019 年 9 月 18 日， 岷江雪公司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

交破产清算申请。 2019 年 10 月 10 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受理岷江雪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年 11 月 11 日裁定将本案交由四川省茂县
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茂县人民法院于同年 12 月 17 日指定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2020 年 5 月 26 日，管理人发布了《四川岷江雪盐化有限公司意向竞买人招
募公告》（以下简称“《招募公告》”）。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参与此次
岷江雪破产清算资产竞买招募。

二、岷江雪公司相关情况介绍
根据《招募公告》信息显示，岷江雪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一）岷江雪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岷江雪盐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200674303980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285.714 万元
成立日期：2008-04-14
法定代表人：陈力
注册地址：阿坝州茂县工业经济园区亚坪集中区
经营范围：氢（1.2� 亿立方米 / 年）、15� 万吨 / 年氯酸钠生产及对外贸易等
股东情况：福州一化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岷江雪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全面停产。
（二）岷江雪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1.资产情况
岷江雪公司资产总额为 409,751,905.53 元，其中主要资产信息如下：
（1）存货 54,444,322.70 元。
（2）长期股权投资 41,420,000.00 元。 岷江雪公司对外有两家全资子公司：茂县

鑫盐化工有限公司、成都鑫正策贸易有限公司。 茂县鑫盐化工有限公司拥有位于四
川省茂县南新镇棉簇沟工业园区的生产基地，该生产基地拥有氯酸盐产能 1 万吨 /
年，高氯酸盐产能 2 万吨 / 年，现处于继续生产经营中，成都鑫正策贸易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批发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业务，现亦处于继续营业中。

（3）固定资产 227,215,244.30 元。 包括房屋建筑（未办理产权证）、办公设备、机
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

（4）无形资产 7,237,466.44 元。 岷江雪公司拥有位于茂县东兴乡亚坪村四宗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产权证号分别为：茂国用（2012）第 7、8、9、10�

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86,613� 平方米。 岷江雪公司在该土地上修建一处生产基
地，该生产基地拥有氯酸盐产能 15 万吨 / 年，氢气产能 1 亿立方米 / 年。

2.负债情况
截止上述《招募公告》发布之日，管理人共计接收债权申报 96 笔，申报债权总额

为 1,077,896,907.35 元（其中行政罚款金额为 379,382,588.46� 元），此申报债权总额
不包含职工债权。

3.特别说明
上述资产负债情况来自于岷江雪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时自行提交的《专项审计报

告》，管理人已聘请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岷江雪公司进行审计、评估。 资产价值以
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准，负债总额以四川省茂县人民法院裁定确认为准。

本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
司与岷江雪公司、管理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招募公告》主要内容
管理人明确竞买人条件及报名条件， 公开招募岷江雪公司资产意向竞买人，要

求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与资产竞买的竞买人需在 2020 年 6 月 26 日前，按照要求向
管理人提交《报名书》，管理人对报名文件进行形式审查，通过的成为合格意向竞买
人， 合格的意向竞买人应在收到管理人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缴纳报名保证金
人民币 500 万元，全额缴纳保证金后报名成功，管理人将与意向竞买人就下一阶段
工作安排进行沟通，并由意向竞买人签署《参与竞买承诺函》。 已缴纳报名保证金的
竞买人放弃参与竞买或报名未成功， 管理人在收到竞买人放弃竞买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竞买人无息退还报名保证金。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按照上述《招募公告》相关要求向管理人提交了《报名书》，参与此次岷江

雪公司破产清算资产竞买事项。
1、本次招募以公开方式进行，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岷江雪公司破产清算管

理人或四川省茂县人民法院等任何一方出具的任何书面确认文件， 公司亦尚未与
上述方签署双方或多方协议。 公司能否成为合格意向竞买人尚存在不确定性。

2、若公司经管理人审核成为合格意向竞买人后，公司或公司聘请的第三方机构
将对岷江雪公司实施全面尽职调查， 公司将根据全面尽职调查的结果确定是否履
行公司法定审批程序。 该全面尽职调查结果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若公司被确定为最终的岷江雪破产清算资产竞买人，公司尚需与岷江雪公司
的债权人、管理人就破产清算方案达成一致并经法院裁定。 公司最终能否竞买成功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4、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四川岷江雪盐化有限公司意向竞买人招募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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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四川岷江雪盐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资产竞买招募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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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和无
锡威卡威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威卡威”）和无锡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无锡威卡威”）的融资事项提供总额不超过 4 亿元和 3 亿元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披露在《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和无锡威卡威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3）。 担保进展情况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26 日、2020 年 1 月 16 日、2020 年 3

月 19 日和 2020 年 5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82、2020-001、2020-012、2020-046）。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以下简称“沧州银行秦皇岛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在沧州银行秦皇岛
分行签署的借款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借据等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度
为 4,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实际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3、担保期间：最高额期限内发生的主合同项下的单笔借款，保证期间自单笔借
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若发生主合同约定的情形或发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事项， 贷款人依法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止。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上述秦皇岛威卡威与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签署的借款合同、 综合授信合同、借

款借据等一系列债权，秦皇岛威卡威以其自身拥有的设备作为抵押担保，抵押最高
债权限额为 4,000 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获批尚且处于有效期内的累计对外担保额

度为 7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2.9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4.655 亿元， 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15.2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该承担的损失金额。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秦皇岛威卡威与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秦皇岛威卡威与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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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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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中共湖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湖北省荆门市组织召开了湖
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奥博”，股票代码：002917）联合研发的“JWL-DHS 系列电缸活塞式
容积泵”和“JWL-BCZH 型现场混装多功能 (重铵油 )炸药车及设备系统”科技成果
鉴定会。 与会专家听取了研制单位的研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工业化试验报告等
内容介绍，查看了生产现场，检测了设备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审查了相关鉴定资
料，经质疑和讨论后，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上述两项研发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一、科技成果鉴定情况
（一）“JWL-DHS 系列电缸活塞式容积泵”

“JWL-DHS 系列电缸活塞式容积泵” 采用两个能独立驱动控制的防爆伺服电
缸系统，解决了传统曲柄、凸轮或液压传动带来的占地面积大、结构复杂和液压泄漏问
题；研发的防爆伺服电缸的驱动控制程序，建立活塞移动速度与压力的自动补偿函数，实
现了伺服电机转速和压力的闭环调节， 从而解决了传统双缸活塞泵流量脉动的问题；选
用带唇边的 U型密封，容错性高，能输送含有颗粒物料（如珍珠岩等）的物理敏化或复合
敏化的乳化炸药；研发的自启式单向阀，实现了进料和出料阀门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快速
稳定运行，解决了传统活塞泵阀门响应慢、密封不可靠的难题。

该活塞式容积泵无旋转摩擦运动，发热量小且易散热，提高了乳化炸药输送过
程的本质安全水平。 在结构、密封、容错性和速度压力自补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在乳化炸药生产线上使用具有新颖性和可行性。 既可以作为基质泵泵送计量
包装型和混装型乳化基质， 又可以作为乳胶泵配套回转式打卡装药系统和其它类

型塑膜装药机泵送计量乳胶基质或物理敏化、化学敏化、复合敏化的乳化炸药。 基
质泵最大输送流量可达 15t/h（输出管路直径 100mm），额定压力为 1.8MPa，计量误
差≤±2%； 装药泵最大输送流量可达 10t/h（输出管路直径 100mm）， 额定压力为
1.5� MPa，计量误差≤±2%。

鉴定委员会认为：“JWL-DHS 系列电缸活塞式容积泵”研究项目完成了计划任
务书的目标要求，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二）“JWL-BCZH 型现场混装多功能(重铵油)炸药车及设备系统”
“JWL-BCZH 型现场混装多功能(重铵油)炸药车及设备系统”采用自主研发的

“复合式料仓”、“料仓水滴型结构”、“双卷管系统”、“遥控装置”等技术，可实现泵送
型重铵炸药、螺旋输送型重铵油炸药、乳化炸药、铵油炸药多品种的快速切换和机
械化自动化装填。 泵送型重铵油炸药和乳化炸药可达 300kg/min， 螺旋输送型重铵

油和铵油炸药可达 450~550kg/min。配置的遥控器，可实现装药参数设置、炮孔选择、
装药启停等操作，具有较高的智能化水平。

鉴定委员会认为：“JWL-BCZH 型现场混装多功能(重铵油)炸药车及设备系统”
研发项目完成了计划任务书的目标要求，总体技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同意通过
科技成果鉴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两项研发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项目成果运用可有效降低公司的制造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本质安全，对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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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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浙
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控股”）和大股东邵恒先生的通知，获悉
华通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 邵恒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邵恒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
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的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邵恒 否 6,000.00 15.53 0.96 是 否
2020年
6月 23
日

质押人
申请解
除质押
为止

长安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

合计 -- 6,000.00 15.53 0.96 -- -- -- -- -- --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
冻结 /拍卖等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申请

人等

邵恒 否 2,851.00 7.38 0.46 2017年 12
月 4日

2020年 6
月 22日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邵恒 否 6,100.00 15.79 0.98 2020年 4
月 7日

2020年 6
月 22日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8,951.00 23.17 1.44 -- -- --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上述股东无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邵恒 38,633.52 6.20 28,570.95 34,570.95 89.48 5.55 34,570.95
（注） 100.00 4,061.98 99.99

合计 38,633.52 6.20 28,570.95 34,570.95 89.48 5.55 34,570.95 100.00 4.061.98 99.99
注： 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34,570.95 万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26,341.47 万股、首发后限售股 8,229.48 万股。
4、股东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邵恒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

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二、华通控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
冻结 /拍卖等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申请
人等

浙江华
通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是 844.80 1.21 0.14

2016年
12月 22

日

2020年 6
月 23日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
通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是 256.00 0.37 0.04
2017年 1
月 18日

2020年 6
月 23日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
通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是 200.00 0.29 0.03
2019年 8
月 19日

2020年 6
月 23日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
通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是 58.00 0.08 0.01

2019年
11月 21

日

2020年 6
月 23日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1,358.80 1.94 0.22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
/冻结 /
拍卖等数
量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浙 江 华
通 控 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69,888.00 11.22 62,084.40 88.83 9.97 0.00 0.00 0.00 0.00

上 海 曜
瞿 如 网
络 科 技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39,651.16 6.37 0.00 0.00 0.00 0.00 0.00 39,651.16 100.00

绍 兴 市
上 虞 鼎
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15,192.88 2.44 15,192.88 100.00 2.44 15,192.88 100.00 0.00 0.00

王苗通 5,712.69 0.92 5,708.80 99.93 0.92 4,284.52 75.05 0.00 0.00
王娟珍 648.40 0.10 632.32 97.52 0.10 632.32 100.00 0.72 4.46
合计 131,093.12 21.05 83,618.40 63.79 13.43 20,109.72 24.05 39,651.88 83.52

3、股东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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