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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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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审批程序：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丰山集团”）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并经过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
的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在关联银行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在该额度范围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通过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的委托理财， 有利于提高暂时闲置资金

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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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年
化收益

率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华 泰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券 商 理
财产品

华泰紫金货
币增强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1,000

活期
货币
型浮
动收
益

/ 无固定
期限

活 期 货
币 型 浮
动收益

/
活期货
币型浮
动收益

否

本次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金额总计（万元） 1,000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在授权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员在额度范围内行

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2、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

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
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3、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自有资金理财产品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
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
况进行核实。 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
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的义务，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及相应的收益
情况。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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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理财产品根据参与份额的不同分为 A、B 两类 :A 类份额针为参与份额
少于 5000 万份,管理费率 0.58%；B 类份额为参与份额 5000 万份以上（含 5,000 万）,
管理费率 0.4%。 本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 A 类。 A 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 A 类
份额资产净值的 0.58%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为 GA=EA×0.58%÷当年天数。 其中
GA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份额 A 的管理费，EA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份额 A 的资
产净值。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债券正回购、

债券逆回购以及剩余期限不超过 3 年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含投资者回售权的
债券以行权剩余期限计算）,一级市场申购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许可投资的固
定收益证券品种。

固定收益投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
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债、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债券类资产，债券
型基金、 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和期限超过 7 天的债券逆回
购等；一级市场申购指新上市债券（可转债以及其他银行间和交易所上市的债券品
种）的申购；不得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股票、可转债的二级市场买入交易。

（三）风险控制分析
1、本次购买的属于低风险、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在购买的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门将通过理财产品台账与上述产

品发行方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3、公司审计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在本次交易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实时跟踪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为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1688。 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元） 2020 年 3 月 31 日（元）

资产总额 1,538,852,674.82 1,835,458,479.14
负债总额 436,929,280.39 646,444,801.51
净资产 1,101,923,394.43 1,189,013,67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401,532.46 71,976,060.65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在保证公司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为 10,000,000.00 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第一季度期

末货币资金的 1.91%,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
造成重大的影响。

（三）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公司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日常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 同时，鉴

于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一年，符合流动资产的确认条件，故在信息披露或财务报
表中均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中列示，赎回时产生的理财收益在“投资收益”项
目中列示。

五、风险提示
（1）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投资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
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并经过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2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在关联银行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该额度范围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在授权额度内，董事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
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的《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
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情况

序
号

委托理财
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元）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委托理财
机构名称

预期年化收
益
（％）

1
渤海信托·2019 普
诚 55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000,000.00 2019/08/28 2020/08/27
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7.00%

2
富江南之鸿富添
盈 A 计划 H1628

期 01
20,000,000.00 2020/05/11 2020/08/13

江苏大丰江
南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3.90%

3 阳光信石 1 期私
募基金 52,400,000.00 2020/06/11 2020/09/10

北京融汇阳
光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6.10%

4 阳光信石 1 期私
募基金 30,860,000.00 2020/06/24 2020/09/23

北京融汇阳
光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6.10%

5
华泰紫金货币增
强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000,000.00 2020/07/14 无固定期限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活期货币型
浮动收益

6
华泰紫金货币增
强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000,000.00 2020/07/15 无固定期限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活期货币型
浮动收益

7
华泰紫金货币增
强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000,000.00 2020/07/27 无固定期限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活期货币型
浮动收益

合计 143,260,000.00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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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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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2.00 12,902.00 145.98 2,000.00
2 券商理财产品 5,000.00 2,000.00 0.42 3,000.00
3 信托理财产品 1,000.00 0 0 1,000.00
4 私募基金产品 12,539.00 4,213.00 61.26 8,326.00
5 其他类 5,330.00 5,330.00 131.15 0

合计 38,771.00 24,445.00 338.81 14,326.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353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8.47%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9.7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4,326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5,674

总理财额度 40,000
注：1、该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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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近十二个月”指 2019.7.30-2020.7.30 期间，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在理
财额度内滚动购买理财产品；上表中“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日最高余额。

2、该表格“其他类”主要是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理财产品。
3、该表格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 2019 年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指 2019 年

净利润。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

民币 14,326.00 万元。 其中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 14,326.00 万
元,在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 0 万元。

九、备查文件
1、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及

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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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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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0 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
电量 2,370,708.07 兆瓦时，同比增加 7.84%；完成上网电量 2,205,603.38 兆瓦时，同
比增加 9.56%。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完成发电量 5,083,049.48 兆瓦时，同比
增加 4.48%；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4,789,003.69 兆瓦时，同比增加 4.13%。 2020 年上半
年，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不含税）为 0.47 元 / 千瓦时，同比增加 2.28%；公司市场化
交易电量 641,177.52 兆瓦时，交易电量占比 13.39%，同比下降 4.04 个百分点。

地区
发电量

2020 年 4-6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0 年 1-6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2,319,495.66 7.83% 4,990,337.81 4.42%
河北 1,725,696.12 5.28% 3,818,697.37 0.47%
山西 107,765.57 65.26% 217,968.29 34.08%
新疆 75,259.50 2.10% 112,812.40 8.31%
云南 173,296.23 -8.41% 384,916.16 -7.88%
山东 23,004.70 0.69% 44,007.16 3.49%

内蒙古 106,259.99 22.84% 196,290.16 11.07%
广西 37,203.28 -34.45% 81,729.87 44.01%
江苏 43,872.15 319.36% 91,038.89 770.22%
河南 27,138.13 282.99% 42,877.50 505.11%

太阳能业务 51,212.41 8.07% 92,711.66 7.99%
河北 18,998.04 42.50% 32,782.03 35.22%
新疆 9,764.95 5.24% 17,672.87 11.05%
辽宁 4,324.80 -7.59% 8,250.25 -5.21%

黑龙江 18,124.62 -9.81% 34,006.52 -8.08%
合计 2,370,708.07 7.84% 5,083,049.48 4.48%

地区
上网电量

2020 年 4-6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0 年 1-6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2,155,970.05 9.55% 4,699,170.35 4.03%
河北 1,611,678.44 4.55% 3,601,380.12 -1.03%
山西 105,263.40 65.88% 213,065.60 34.51%

新疆 72,556.00 1.60% 108,680.00 8.09%
云南 168,253.18 -9.04% 374,321.90 -8.32%
山东 22,644.86 1.14% 43,265.69 3.71%

内蒙古 80,561.01 -4.40% 158,827.96 -6.21%
广西 35,983.20 - 79,085.60 -
江苏 42,686.23 - 88,813.96 -
河南 16,343.73 - 31,729.53 -

太阳能业务 49,633.32 9.88% 89,833.34 9.58%
河北 18,738.50 47.95% 32,295.66 39.65%
新疆 9,287.60 5.54% 16,833.60 11.13%
辽宁 4,092.00 -6.00% 7,806.00 -3.05%

黑龙江 17,515.22 -9.49% 32,898.08 -7.73%
合计 2,205,603.38 9.56% 4,789,003.69 4.13%

2020 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售气量 54,700.94 万立
方米，同比增加 14.50%。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完成售气量 186,930.99 万立
方米，同比增加 13.21%。

售气量

2020 年 4-6 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0 年 1-6 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24,004.64 1.31% 116,805.14 7.80%
零售 28,965.50 34.31% 67,001.11 29.73%
CNG 1,519.37 -39.57% 2,876.06 -43.79%
LNG 211.42 - 248.68 -

合计 54,700.94 14.50% 186,930.99 13.21%

上述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仅
供参考。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722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2020-043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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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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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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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分行营业部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聚赢多资产 - 挂钩民生银行全球资产轮动指数结构性

存款（标准款）
●委托理财期限：365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确保
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的情况下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并
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发行的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赎回上述投资产品， 获得本金及收益合计人民币
50,441,095.89?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收益类

型
金额

（万元）
年化收益率 产品期

限 起止日期 现状 实际收益
金额（元）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保证保
最低收
益型

5,000 1.30%-
5.70% 92 天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

到期
已赎
回

441,095.89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公司闲置自

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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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营业部

银行理财产
品

聚赢多资产-挂钩
民生银行全球资产
轮动指数结构性存

款（标准款）

1,000.00 2.75%-4.00%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365 天 保本保证收
益型 无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购买投

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2、公司财务部做好资金使用计划，充分预留资金，在保障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

前提下，谨慎选择委托理财产品种类，做好投资组合，谨慎确定投资期限等措施最
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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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赢多资产 - 挂钩民生银行全球资产轮动指数结构性存款（标准

款）
2、产品代码：SDGA200095N
3、产品期限：365 天
4、认购金额：1,000.00 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2.75%-4.00%
6、流动性安排：自成立日起，客户不得要求支取、使用结构性存款账户内结构

性存款本金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不得在其上设定信托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
7、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8、理财本金保障：如客户未发生提前支取等违约情形，则银行于预定的分配日

支付 100%的结构性存款本金。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所募集资金本金部分按照存款管理， 并以该存款收益

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民生银行全球资产轮动指数（MSTAR.WI）挂钩的金融衍生
品交易。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公司所购

买的理财产品均为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型
理财产品。 公司已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主要条款、双方的权利
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在上述产品期限内，公司将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

和跟踪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受托方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 2019 年末（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6,723,670.89 687,576,916.99
负债总额 145,345,589.60 132,859,836.49
净资产 541,469,349.60 554,819,739.19
- 2019 年 2020 年 1-3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91,441.71 9,624,362.64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76,425,884.03 元，本次认购银行理财

产品的金额为 1,0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3.08%。在保证日常
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影响，不存
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所涉及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型产

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产品可能受到政策风险、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提前终止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利率及通货膨胀
风险、产品不成立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因素影响预期收益。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的情况下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
收益，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同意《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在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保障投资安全的前提下，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 委托理财业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
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该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同意授权总经理组织实施相关事宜。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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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收回本金金额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83 0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20 0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7.26 0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9.41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60 0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33 0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2.35 0
8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06 0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23 0
10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2.38 0
1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21.70 0
1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7.67 0
1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8.60 0
1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4.11 0
1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 - 2,000
1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 - 1,000

合计 41,000 38,000 299.73 3,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0.32%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6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0
转债代码：113563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转股代码：191563 转股简称：柳药转股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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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以前，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陈洪先生持有本公司 2,529,436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 0.98%；副总经理唐贤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870,266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 0.34%；公司原财务总监苏春燕女士持有本公司 825,301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 0.32%。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陈洪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63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4%；唐贤荣先生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21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8%；苏春燕女士拟减持
股份不超过 206,3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8%。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其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
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且不低于发行价。 若在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1）。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实施完毕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80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 股。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362,669,818 股。 因此，上述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陈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42,82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0%；唐贤荣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287,1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8%；苏春燕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4,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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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2,529,436 0.98%

IPO 前取得：1,389,8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139,636

股

唐贤荣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870,266 0.34%

IPO 前取得：337,41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521,856 股

苏春燕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825,301 0.32% IPO 前取得：426,429 股

其他方式取得：398,872 股

注：1、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新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聘任工作，苏春燕女士在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2、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实施完毕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自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之日起至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前，陈洪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138,000 股，故 2019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陈洪先生所持公司股份 2,391,436 股相应转增为 3,348,01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2%；唐贤荣先生所持公司股份 870,266 股，在 2019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完毕后相应转增为 1,218,372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4%；
苏春燕女士自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之日起至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前减持公司股份 104,000 股，故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苏春燕女士所
持公司股份数 721,301 股相应转增为 1,009,82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8%。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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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陈洪 742,820 0.20% 2020/2/6～
2020/7/15

集中
竞价
交易

24.46－
39.24 20,039,285.75 未完成：

83,980 股 2,743,190 0.76
%

唐贤荣 287,100 0.08% 2020/7/6～
2020/7/17

集中
竞价
交易

24.48－
26.70 7,302,345.00 未完成：

6,900 股 931,272 0.26
%

苏春燕 104,000 0.029
%

2020/2/5～
2020/2/7

集中
竞价
交易

36.66－
40.00 3,988,820.00

未完成：
143,220

股
1,009,821 0.28

%

注：表中“减持数量”为减持主体在公司股本转增前后减持数量之和；“减持价
格区间”未根据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进行调整；“减持完成情况”中未完成股份
数量以公司股本转增后各减持主体对应所持股份总数为基数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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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供股票质押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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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 184,401,3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58%。

截至本公告日，倪张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 98,453,333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53.39%。

??公告涉及到的总股本占比根据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计算所得。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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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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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
张
根

是 5,00
0,000 否 否

2020
年 7
月
28
日

2021
年 9
月
27
日

中国
进出
口银
行江
苏省
分行

2.71% 1.45%

为公司在中国进出口
银行江苏省分行办理
的 2 亿元出口卖方信
贷业务提供股权质押

担保

合
计 / 5,00

0,000 / / / / / 2.71% 1.45% /

2、 倪张根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

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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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张
根

184,401,31
9

53.58
%

93,453,33
3

98,453,33
3

53.39
% 28.61% 0 0 0 0

合计 184,401,31
9

53.58
%

93,453,33
3

98,453,33
3

53.39
% 28.61% 0 0 0 0

4、 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93,453,333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0.6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7.15%， 对应融资余额
82,147 万元， 其中 30,000 万元为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为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江
苏省分行办理的信贷业务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提供股票质押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0）。

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未来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公司现金分红、自筹资金等，倪张根先

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倪
张根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

5、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6、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
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7、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
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
产生影响。

8、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二、报备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20—036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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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7 月 29 日，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或
“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团”）及
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的通知：
中江集团和拉萨昆吾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将原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的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 解除质押的股份数分别为 9,500 万股和 500 万股
（合计 1 亿股） 并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解押登记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中江集团 拉萨昆吾 两者合计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95,000,000 股 5,000,000 股 100,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28% 99.24% 31.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91% 1.15% 23.07%
解质（解冻）时间 2020 年 7 月 29 日 2020 年 7 月 29 日 2020 年 7 月 29 日

持股数量 313,737,309 股 5,038,541 股 318,775,850 股

持股比例 72.37% 1.16% 73.53%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217,827,197 股 0 股 217,827,197 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9.43% 0% 68.33%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24% 0% 50.24%

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 2020-083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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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 7 月 15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收购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煤化集团”）持有的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制氨”）93.89%
股权（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76 号）。 本次交易已经云南省国资委审批同意（详见
公司公告：临 2020-081 号）。

二、股权收购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云南省国资委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

2020-015）。 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 大为制氨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评估结果为

55,925.38 万元，评估增值 6,397.10 万元，增值率 12.92%。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按以上备案结果计算，公司此次收购煤化集团持有的大为制氨 93.89%股权的转
让价值为 52,508.34 万元， 另根据协议约定公司需代大为制氨偿付其对煤化集团
41,267.47 万元的债务，后由大为制氨向公司归还该项借款，即本次交易总对价最终
确定为 93,775.81 万元。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