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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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 559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利多多之步步高升极速版、财富班车进取 3 号（90 天）
委托理财期限：利多多之步步高升极速版为 T+0 随时赎回，财富班车进取 3 号

为 90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
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产品，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在保证流

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为公
司和股东带来更多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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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利多多之步
步高升极速

版
2500 2.50-3.4

5 1.45 T+0随
时赎回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利多多之步
步高升极速

版
1400 2.50-3.4

5 0.71 T+0随
时赎回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利多多之步
步高升极速

版
2000 2.50-3.3

5 0.14 T+0随
时赎回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
财产品

财富班车进
取 3号（90

天）
50000 3.75 462.33 90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总经理为公司购买低风险投资产品事项的负责人，公司成立专门的现金

管理工作小组负责具体操作事宜。 现金管理工作小组主要由财务部、审计部、证券
部的专业人员组成，实时关注和分析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岗位分离操作。 投资决策、买卖操作、资金管理岗位分离，相互制衡。
3、公司将对投资产品的资金建立完整的会计账目，安排专门财务人员对资金进

行专户管理，并及时对投资产品的资金进行对账。

4、监督、检查和汇报。 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内部审计部门可对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核查，并有权聘请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5、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购买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事项及其收益情况进行披露，
接受公众投资者的监督。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利多多之步步高升极速版
起息日：2020 年 5 月 15 日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1017A002297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25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2.50%/ 年—3.45%/ 年
产品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利多多之步步高升极速版
起息日：2020 年 5 月 27 日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1017A002297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14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2.50%/ 年—3.45%/ 年
产品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利多多之步步高升极速版
起息日：2020 年 6 月 18 日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1017A002297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20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2.50%/ 年—3.35%/ 年
产品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产品名称：财富班车进取 3 号（90 天）
起息日：2020 年 6 月 24 日
产品名称：财富班车进取 3 号（90 天）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1013A000659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500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3.75%/ 年
产品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上述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

在 AA 及以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 A-（含）以上评

级）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ABS、ABN 等以及 ABS 次级档等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券商收益凭证、优先
股、存放同业、货币基金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券商 /
基金 / 保险定向计划及信托计划等。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等级低， 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同时，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本着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
放在首位，在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运作情
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是否为
本次交
易专设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

1992 年 10 月 19
日 郑杨 2,935,208.039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
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同业拆借；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
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
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
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
保；结汇、售汇；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
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
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
业务；离岸银行业务。

否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50,317,729.65 3,553,313,875.22

负债总额 712,457,901.75 1,116,346,870.30

资产净额 2,437,362,614.16 2,436,954,708.87

2018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200,482.51 84,867,513.16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55,9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66.13%；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形。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行和保证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投
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购买的
银行理财产品根据公司管理银行理财产品的业务模式结合协议具体内容， 计入资
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科目，相关的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科目，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总体风险

可控。 但由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仍存在收益不确定的风险，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低风险
产品，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资金来源仅限于公司
的闲置自有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已经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等情况
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资金充裕，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价值，
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公司内控制度较为完善，能有效规避投资风险，资
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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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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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60.00 406,260.00 577.68 54,200.00
2 结构性存款 317,000.00 317,000.00 2,135.23 0.00

合计 777,460.00 723,260.00 2,712.91 54,2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8.7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98.3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4,2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5,800.00

总理财额度 140,000.00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56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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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公
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公司事后核查，发现 2020 年一季度报告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以及“第三节 重要事项”的部分数据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91,613,773.15 2,622,155,404.87 -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3,478,820.14 -472,275,598.48 -17.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30,045.73 -46,951,175.31 -104.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6,381,655.10 365,421,564.46 -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20,084.90 -35,236,606.02 -7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045,782.53 -45,361,919.99 -5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1.359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16 -0.0565 -7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16 -0.0565 -79.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17,187.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62,486.8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822,399.2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3,345,243.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05.56
所得税影响额 -365,515.43

合计 5,825,697.63
更正后：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443,979,058.06 2,618,173,826.87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49,144,835.34 -468,255,418.78 -17.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6,115,518.71 -46,951,175.31 -104.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381,655.10 365,421,564.46 -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2,920,986.68 -35,236,606.02 -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8,746,626.10 -45,361,919.99 -51.5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不适用 -1.359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11 -0.0565 -78.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11 -0.0565 -78.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17,187.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162,486.8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22,399.2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3,345,243.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05.56

所得税影响额 -365,573.64

合计 5,825,639.42
二、“第三节 重要事项”更正如下：
更正前：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本
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 /上
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6,194,186.60 215,664,551.91 -139,470,365.31 -64.67 本期公司归还借款等

其他应收款 68,281,893.92 17,422,335.73 50,859,558.19 291.92 本期公司应收往来款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57,860,669.13 42,251,868.70 15,608,800.43 ??36.94 本期公司增值税留抵税
额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3,
388,788.43

-15,
405,651.67 -17,983,136.76 -116.73 本期子公司因汇率波动

导致外汇折算差额减少

少数股东权益 -279,369.74 -89,106.31 -190,263.43 -213.52 本期子公司亏损， 导致
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营业收入 126,381,655.10 365,421,564.46 -239,039,909.36 -65.41
本期子公司受新冠疫情
及行业等因素影响，收
入下降

营业成本 111,970,030.12 340,758,108.72 -228,788,078.60 -67.14 本期子公司收入下降，
导致成本相应下降

研发费用 20,760,388.73 35,499,016.50 -14,738,627.77 -41.52 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减少

其他收益 3,166,449.66 13,390,393.34 -10,223,943.68 -76.35 本期公司取得的政府补
助减少

投资收益 212,192.37 331,912.13 -119,719.76 -36.07 本期公司对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净收益 -822,399.26 -822,399.26

本期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损
失

信用减值损失 -2,895,352.74 3,176,049.84 -6,071,402.58 -191.16 本期公司对应收款项计
提坏账准备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3,
116,937.52 -40,873.41 -23,076,064.11 -56,457.40 本期子公司对存货计提

跌价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516,909.43 516,909.43 本期公司处置资产

营业外收入 2,960.10 5,127.75 -2,167.65 -42.27 上年同期对租户的罚款
所得

营业外支出 13,987.88 212,166.32 -198,178.44 -93.41 上期子公司固定资产报
废损失、滞纳金、罚款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6,
130,045.73

-46,
951,175.31 -49,178,870.42 -104.74

本期公司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28,619.00 -813,915.69 -314,703.31 -38.67 本期公司购置固定资产
等长期资产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
846,674.44 10,416,055.59 -29,262,730.03 -280.94 本期公司偿还到期债务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3,514.12 -24,962.21 48,476.33 194.20 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增加

更正后：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本
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 /上
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6,194,321.43 215,664,686.74 -139,
470,365.31 -64.67本期公司归还借款等

其他应收款 68,281,893.92 17,422,335.73 50,859,558.19 291.92本期公司应收往来款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57,701,530.56 42,251,868.71 15,449,661.85 ??36.57本期公司增值税留抵税
额增加

应付利息 59,622,759.32 34,053,494.63 25,569,264.69 75.09本期公司计提短期借款
利息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3,719,668.71 -15,751,238.83 -17,968,429.88 -114.08本期子公司因汇率波动
导致外汇折算差额减少

少数股东权益 -279,369.74 -89,106.31 -190,263.43 -213.52本期子公司亏损，导致少
数股东权益减少

营业收入 126,381,655.10 365,421,564.46 -239,
039,909.36 -65.41

本期子公司受新冠疫情
及行业等因素影响，收入
下降

营业成本 111,788,856.53 340,758,108.72 -228,
969,252.19 -67.19本期子公司收入下降，导

致成本相应下降
研发费用 20,760,388.73 35,499,016.50 -14,738,627.77 -41.52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减少
其他收益 3,166,449.66 13,390,393.34 -10,223,943.68 -76.35本期公司取得的政府补

助减少
投资收益 212,192.37 331,912.13 -119,719.76 -36.07本期公司对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净收益 -822,399.26 -822,399.26

本期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损
失

信用减值损失 -2,564,924.41 3,176,049.84 -5,740,974.25 -180.76本期公司对应收款项计
提坏账准备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3,116,443.84 -40,873.41 -23,075,570.43 -56,456.19本期子公司对存货计提
跌价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516,909.43 516,909.43 本期公司处置资产
营业外收入 2,960.10 5,127.75 -2,167.65 -42.27上年同期对租户的罚款

所得
营业外支出 13,987.88 212,166.32 -198,178.44 -93.41上期子公司固定资产报

废损失、滞纳金、罚款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6,115,518.71 -46,951,175.31 -49,164,343.40 -104.71
本期公司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28,619.00 -813,915.69 -314,703.31 -38.67本期公司购置固定资产
等长期资产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846,674.44 10,416,055.59 -29,262,730.03 -280.94本期公司偿还到期债务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3,514.12 -24,962.21 48,476.33 194.20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增加

除上述更正内容及涉及到相关会计科目调整外，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与本公告同期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 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0－054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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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

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目前，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
见。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0 年 04 月 29 日、06 月 23 日、06 月 24 日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不存在

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之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

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决定对公司进

行立案调查。 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见。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589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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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要办公地址自 2020 年 6 月 28 日
起搬迁至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143 号。 现将变更后的公司基础信息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143 号
办公地址邮政编码：300050
投资者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143 号
联系电话：022-58679088
传 真：022-23160788

注册地址以及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803
公司网址：www.hnatech.com
公司邮箱：600751@hna-tic.com
注册地址邮政编码：300308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 B 编号：临 2020-026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主要办公地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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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12.00%增加至 13.00%。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电力）通知，长江电力自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7,860,19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0%。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B座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20日至 2020年 6月 24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0年 3月 20
日至 2020年 6

月 24日
人民币普通股 67,860,196 1.00

合计 - - 67,860,196 1.00

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股份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51,915.40万元，系长江电力自有资金。

备注：
1.长江电力的一致行动人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在此期间未增持。
2.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6），截至上述公告披露日，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
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814,322,7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0%。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数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93,594,354 11.69 861,454,550 12.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93,594,354 11.69 861,454,550 12.69

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3,928,400 0.21 13,928,400 0.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28,400 0.21 13,928,400 0.21

长电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800,000 0.10 6,800,000 0.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800,000 0.10 6,800,000 0.1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814,322,754 12.00 882,182,950 13.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14,322,754 12.00 882,182,950 13.00

备注：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是长江电力基于对国投电力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的坚定信心。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股票代码：600886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2020-022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增持超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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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 2020 年 6 月 23 日， 公司控股股东有格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票 218,651,08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36%。 本次股份质押后，有格投资累计质
押本公司股票合计 55,184,090 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25.24%，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7.41%。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接
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有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有格
投资 是 6,770,000 否 否 2020/06/

23
2021/06/

22

厦门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松柏
支行

3.10 0.91

补充流动
资金，偿
还

债务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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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有格
投资

218,651,08
5 29.36 48,414,09

0 55,184,090 25.24 7.41 0 0 0 0

说明：（1）、 有格投资累计质押股数包含有格投资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 750,008 股、有格投资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1,374,082 股。

（2）、有格投资非公开发行 2019年可交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3月 6日进入换股期，
换股期内，有格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因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 截止 2020 年 6 月 23
日，有格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18,651,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6%。

3、风险提示
有格投资资信状况良好， 其还款主要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其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批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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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格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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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爱旭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提出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
照《告知函》的要求对所涉及事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
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关于请做好爱旭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 之回
复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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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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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申请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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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2020 年 5 月的路费收入（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比例收入合并比例 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总计 日均

广东省－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100% 100% 10,865 350
机荷东段 100% 100% 59,086 1,906
机荷西段 100% 100% 47,816 1,542
沿江项目 100% 100% 40,546 1,308
水官高速 50% 100% 44,591 1,438
水官延长段 40% — 4,996 161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76.37% 100% 54,644 1,763
阳茂高速 25% — 38,504 1,242
广梧项目 30% — 15,461 499
江中项目 25% — 23,105 745
广州西二环 25% — 40,860 1,318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100% 100% 26,426 852

益常项目 100% 100% 24,659 795
长沙环路 51% 100% 10,675 344
南京三桥 25% — 29,300 945

简要说明：
2020 年 5 月 1 日 -5 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www.sz-expressway.com 的“公路运营”和“营

运数据”栏目，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

经审计。 由于完成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收
费的环境下部分路段的路费收入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 因此该
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此外，本公司在披露当月预估数据时
还会就上月预估数和上月实际结算数的差异进行调整， 导致个别数据可能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异常。 因此，本公告之路费收入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
者请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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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未经审计路费收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