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99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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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良品工业”）、

宁波良品铺子社交电商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门店社群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
良品铺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云服务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拟向全资子公司湖北良品工业增资人民币 47,000.00 万元；拟分别在
宁波、武汉设立宁波良品铺子社交电商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门店社群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云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四
家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人民币 2,000.00 万元、人
民币 1,000.00 万元、人民币 500.00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出资设立新的全资子公司尚需登记机关等
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 标的公司在未来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对湖北良品工业增资：为满足湖北良品工业的发展需要，良品铺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向湖北良品工业增资人民币 47,000.00 万
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湖北良品工业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公
司仍持有湖北良品工业 100%的股权。

2、新设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和业务布局的需要，公司拟出资设立
宁波良品铺子社交电商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门店社群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
良品铺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云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人民币 2,000.00 万元、人民币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500.00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授权经理层全权办理增资及设立登
记手续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湖北良品工业增资以及出资设立宁波良品铺子社交电
商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门店社群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云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增资及公
司设立登记等相关手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出资设立四家全资子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
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湖北良品工业的基本情况
1、增资前的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074454566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红春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7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7 月 23 日至 2043 年 07 月 22 日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革新大道 8 号
经营范围：糖果制品（糖果）、水产加工品（干制水产品）、水果制品（水果干制

品）、蜜饯、炒货食品级坚果制品（烘炒类、油炸类）销售，散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
品，含散装熟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批发兼零售；食品类连锁店经营管理，仓储服务，场
地出租，百货类门店营业用具和卫生用具批发兼零售；热食类食品（含半成品类食
品）；糕点类食品（含裱花类食品）；自制饮品（含自制生鲜乳饮品）、冷食类食品、生
食类食品（含肉制品、生海鲜食品）的制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情况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 100% 50,000.00 100%

3、湖北良品工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31,773,788.11 2,401,947,660.43

净资产 203,596,203.44 217,189,437.96

项目 2020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82,273,273.14 5,886,629,370.43

净利润 -13,593,234.52 36,604,546.94

注：上表中 2019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武汉正远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武正远审字[2020]第 043 号《审计报告》。2020
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宁波良品铺子社交电商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3)股权结构：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4)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5)注册地址：宁波（具体地址待确认）
(6)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7)执行董事：张国强

(8)监事：马腾
(9)经理：张国强
(10)经营范围：推广项目对接；对接实体门店；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汇聚电商服

务；转型互联网 +；店铺互动；社群交流；企业营销策划及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互联网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活动；产品设计；销售预包装食品；零
售出版物；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
产品、日用杂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湖北良品铺子门店社群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3)股权结构：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4)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5)注册地址：武汉（具体地址待确认）
(6)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7)执行董事：张国强
(8)监事：马腾
(9)经理：张国强
(10)经营范围：以连锁店、商业特许、网络等方式从事：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含散装熟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保健品、婴幼儿配方乳
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蔬菜、干鲜果品、花卉、日用百货、农产品、农副产品（不
含稻谷、小麦、玉米的收购、批发）的批发零售；热食类食品（含半成品类食品）；糕点
类食品（含裱花类食品）；自制饮品（含自制生鲜乳饮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
（含肉制品、生海鲜食品）的制售；开展销售代理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及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活动；仓储服务、场地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3、湖北良品铺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股权结构：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4)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5)注册地址：武汉（具体地址待确认）
(6)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7)执行董事：张国强
(8)监事：马腾
(9)经理：张国强
(10)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及相关产品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信息系统设备运营维修、安装、检测服务；电子支付、支付结算及清算系统
的技术开发、咨询与技术服务；网络技术开发；智能化监控设备的研究、设计、开发
与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项目管理、市场调研；销售兼出租：信息
设备、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4、湖北良品铺子云服务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3)股权结构：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4)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5)注册地址：武汉（具体地址待确认）
(6)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7)执行董事：张国强
(8)监事：马腾
(9)经理：张国强
(10)经营范围：云计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安

装及代理销售和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批发兼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对湖北良品工业增资能够增加湖北良品工业的流动资金，满足湖北良

品工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增资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支撑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扩大
公司业务布局，符合公司 2020 年度“激活组织”的战略发展需要，对公司有积极的战
略意义。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
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但拟设立的四家公
司尚未设立、运营，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公司对湖北良品工业增资符合其经营发展的需要，但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

险。
（二） 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尚需登记机关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 标的公司在未

来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政策调控、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
定因素。 公司将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和管理措施，强化风险管控，防范及化解风险，并
且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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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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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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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6 月 24 日，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

日星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星铸业”）按照法定程序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参与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的挂牌出让
竞拍， 最终以人民币 3,964 万元竞得象山经济开发区临港装备工业园 DG01-04-07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竞拍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
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1、出让人：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宗地编号：象山经济开发区临港装备工业园 DG01-04-07 地块

3、地块位置：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临港装备工业园港庄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
角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面积：125,825 平方米（约 188.738 亩）
6、出让年限：50 年
7、出让价款：人民币 3,964 万元
三、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主要用于实施“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

产线建设项目”，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同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具备铸造产能 40 万吨，随着年产 18 万吨（二期 8 万吨）海
装关键铸件项目建设，公司将形成 48 万吨铸造产能。 本项目实施是深化和落实“两

海战略” 的重要举措。 公司已经完成年产 10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产品的建设并达
产，目前正在实施年产 12 万吨海装关键部件精加工产能的建设，建设完成后，公司
将形成 22 万吨的精加工产能。 本项目的建设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精加工产能， 形成
铸造与加工的协同，应对风电产品大型化趋势及满足国际客户对公司“一站式”交
付的需要；同时，公司通过加工环节的内移，提升内部精加工的比重，可以进一步获
取精加工环节的利润，提升产品毛利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为公司抢占大型化产品
和国际市场的市占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风险提示
1、日星铸业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与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按期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视为日星铸业放弃竞得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日星铸业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将相应签订《企业
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

3、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核准后
方可实施。

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因项目进度、投资成本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每年将增加较多
的折旧及摊销费用。 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收益未达到预期效果，折旧及摊销费
用增加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积极努力不断提升
公司的经营业绩，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218 证券简称：日月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0
债券代码：113558 债券简称：日月转债
转股代码：191558 转股简称：日月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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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

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100 万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简称“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嘉峪关
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简称“债务人”）在该行开展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

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63 亿元（包括
已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借款担保余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39）。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 无需再次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聚鑫东路 766 号
3.法定代表人：荆升阳
4.经营范围：预焙阳极生产、批发零售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

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金属材料、工矿产品、机电产品的批发零售；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及货物进出
口经营（以备案登记为准）。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0,654.71 119,187.86
流动负债总额 33,259.07 51,535.11
负债总额 33,379.88 51,646.47
资产净额 67,274.84 67,541.4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3月
营业收入 72,880.80 21,622.21
净利润 -2,970.98 256.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债

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

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约

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
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截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 626,468.32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1.41%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76,468.32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83.60%。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0-055
债券代码：113547 债券简称：索发转债
转股代码：191547 转股简称：索发转股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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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直接

持有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46,647,073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限售期限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8%。
本次质押后，合盛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171,979,22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31.4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8.33%。

控股股东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沂祉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罗燚及罗烨
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87,426,735 股（其中 572,821,473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
售期限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29%。此次股份质
押后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沂祉庆、 罗燚及罗烨栋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171,979,220 股， 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02%，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3%。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接到控股股东合盛集团通知，合盛集团将其持有的公

司 2,83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将其
持有的公司 2,17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
分行，上述股份质押已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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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盛集
团 是 28,300,000

股

是，
首发
限售
股

否 2020-6-
23

2023-
6-23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
慈溪支行

5.18% 3.02% 生产经
营需要

合盛集
团 是 21,700,000

股

是，
首发
限售
股

否 2020-6-
18

2023-
6-17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慈溪分行

3.97% 2.31% 生产经
营需要

2、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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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盛集
团

546,647,0
73

58.28
%

121,979,
220

171,979,2
20

31.46
%

18.33
%

171,979,
220 0 374,667,

853
21,420,
000

临沂祉
庆

26,174,40
0

2.79
% 0 0 0 0 0 0 26,174,4

00 0

罗燚 57,302,63
1

6.11
% 0 0 0 0 0 0 0 0

罗烨栋 57,302,63
1

6.11
%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87,426,7
35

73.29
%

121,979,
220

171,979,2
20

25.02
%

18.33
%

171,979,
220 0 400,842,

253
21,420,
000

二、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合盛集团质押公司股份的目的为生产经营需要，不涉及新的融资安排。 合

盛集团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资收益等。
截至目前，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若已质押的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合盛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0-029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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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利得”）管理的西部利得 - 汇通 7

号资产管理计划（对应股东卡名称“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 7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慧智 77 号”）以及西部利得
- 汇通 8 号资产管理计划（对应股东卡名称“西部利得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
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7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慧智 78 号”）在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计持有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676,553,212 股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披露了《和邦生物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6 号）， 西部利得拟在 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176,625,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2%。

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股东西部利得发来的《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 西部利得本次减持时间过半； 西部利得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共计 24,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27%。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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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智 77号及慧智 78号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676,553,212 7.66% 非公开发行取得：

676,553,212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取得方式股份数包含公司上市后历次转增、送股等方式形成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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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智 77号 352,365,712 3.99% 同一决策人
慧智 78号 324,187,500 3.67% 同一决策人

合计 676,553,212 7.66%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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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智 77号及
慧智 78号 24,200,000 0.27% 2020/3/30 ～

2020/6/27
集中竞
价交易 1.32 -1.39 32,462,0

00
652,353,

212 7.3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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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

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慧智 77 号和慧智 78 号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

内，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如何实施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方式、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减持计划的实
施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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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0-36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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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本次赎回理财金额：人民币 3,5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201181D）
委托理财期限：2020 年 4 月 28 日 -2020 年 6 月 29 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的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自公司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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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物流关于
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0-006 号）。

一、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购买了 3,500 万元的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上述购买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并收到本金及理财收益，收到
理财收益人民币 205,109.59 元（含税），截止本公告日该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
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理财收益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起始
日及终止

日

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已
赎回

到期收益
（元）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201181D）

保本
保证收益

型

2020.04.28
-

2020.06.29
3,500.00 是 205,109.59

上述理财产品赎回产生的收益属于投资收益，计入 2020 年度的投资收益，确认
为当期损益。 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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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9,000 83.93 0

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84.49 0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83.84 0

4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 / 6,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 / 20,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20.51 0

7 银行理财产品 5,200 / / 5,200

8 银行理财产品 9,600 / / 9,600

合计 83,300 42,500 372.77 40,8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9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0,8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200

总理财额度 46,000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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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情况，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工作已实施完毕，公司股份数量由 524,849,718� 股增加至 629,819,662 股，公司注册资本相
应由 524,849,718� 元增加至 629,819,662 元，同时进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修订。

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2001年 7月 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350万股（其中含有国有股存量发行 850万股）， 由境内投资人以人民币认
购，于 2001年 9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06年 6月 29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公司全部
股份均为可上市流通股份；2014年 3月，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56.4101 万
股， 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7 年 11 月，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48.5617万股，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三条 公司于 2001年 7月 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350万股（其中含有国有股存量发行 850万股）， 由境内投资人以人民币认
购，于 2001年 9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06年 6月 29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公司全部
股份均为可上市流通股份；2014年 3月，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56.4101 万
股， 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017 年 11 月，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48.5617万股，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0年 6月，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10,496.9944
万股，新增股份 203.0457万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293.9487万股为无限条件流通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亿贰仟肆佰捌拾肆万玖仟柒佰壹拾捌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亿贰仟玖佰捌拾壹万玖仟陆佰陆拾贰元。

第十八条 公司成立时发起人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资产认购 8,474.21 万股，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资产认购 7,318.10万股，山东滨州针棉织品集团公司（已于 2000 年 3 月 28 日改制更名为山
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69.23 万股，上海雪羚毛纺织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69.23 万股，湖
州惠丰纺织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69.23万股。

公司经批准首次公开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9,350万股，其中包括：
1、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量发行其持有的发起人股 850万股；
2、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500万股。
公司首次发行后，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股本总额为 6,468.10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56.4101万股， 新增股份于 2014年 3月 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2,236.4101万股；公司于 2017年 11月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48.5617万股，新增股份于 2017年 11月 29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滨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
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52,484.9718万股。

第十八条 公司成立时发起人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资产认购 8,474.21 万股，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资产认购 7,318.10万股，山东滨州针棉织品集团公司（已于 2000 年 3 月 28 日改制更名为山
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69.23 万股，上海雪羚毛纺织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69.23 万股，湖
州惠丰纺织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69.23万股。

公司经批准首次公开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9,350万股，其中包括：
1、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量发行其持有的发起人股 850万股；
2、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500万股。
公司首次发行后，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股本总额为 6,468.10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56.4101万股， 新增股份于 2014年 3月 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2,236.4101万股；公司于 2017年 11月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 10,248.5617万股，新增股份于 2017年 11月 29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滨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
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52,484.9718万股。

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52,484.971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股转增 0.2股，共计转增 10,496.9944万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原来的 52,484.9718万股变更为 62,981.9662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24,849,718股，公司的全部股份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629,819,662股，公司的全部股份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该议案已通过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关具

体事宜的议案》，该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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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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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