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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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六号—环保服务》的相关规定，现将 2020 年第二季度主
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第二季度新中标及签订项目的数量、合计金额情况

2020 年 4 月至 6 月 ， 公司及子公司新中标项目 3 项 ， 金额为人民币
541,520,000.00 元。 新中标项目中，园林绿化生态工程施工业务 2 项，规划设计业务
1 项。

2020 年 4 月至 6 月，公司及子公司新签订项目合同 2 项，合计项目金额为人民
币 539,000,000.00 元。 新签订项目合同中，园林绿化生态工程施工业务合同 2 项。

二、本年累计新中标及签订项目的数量及合计金额

2020 年至今，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中标项目 8 项， 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861,216,704.38 元。 新中标项目中，园林绿化生态工程施工业务 7 项，规划设计业务
1 项。

2020 年至今，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签订项目合同 9 项， 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902,057,232.38 元。 新签订项目合同中，园林绿化生态工程施工业务合同 8 项，规划
设计业务合同 1 项。

上述合同均在执行中，公司未发生影响业绩的重大事项，公司主营业务的各项
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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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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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T+1 日）主持了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城地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38649，88649
末“6”位数 804643，304643

末“7”位数 6604797，7854797，9104797，5354797，4104797，2854797，1604797，0354797
末“8”位数 24302841，44302841，64302841，84302841，04302841

末“9”位数 732519651，857519651，982519651，607519651，482519651，357519651，2325196
51，107519651，003369520

末“10”位数 3577508767，6607372875
凡参与城地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72,96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手（1,000 元）
城地转债。

发行人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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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2 日、2020 年 7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新取得的《营业执照》所载具体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2186714056
2、名称：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住所：云南省大理市下关环城西路 118 号
5、法定代表人：杨君祥
6、注册资本：21970.000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4 年 03 月 22 日
8、经营期限：2004 年 03 年 22 日 至 长期
9、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大容量注射剂、 小容量注射剂（含非最终灭

菌），中药前处理及提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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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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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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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联合体近期参与了泰山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泮河徂汶景区段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以下简
称“泰山项目”）的投标，根据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www.taggzyjy.com.cn/）
2020 年 07 月 29 日发布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所属联合体预中标泰山项目。

现将相关项目情况提示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泮河徂汶景区段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EPC）
2、招标人：泰安市大汶河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3、拟中标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与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4、项目概况：
（1）建设地点：位于泮河徂汶景区段，北起徂汶景区界，南至北店子橡胶坝。
（2）中标金额：11528.58（万元）。
（3）建设规模：项目全长约 3060 米、规划蓝线宽度 280 米。 沿线有 3 条支流汇

入，分别为梳洗河、龙王河、明堂河。 本次工程项目范围为规划蓝线，总面积约 96 公
顷，具体范围以最终实际确定范围为准。

（5）工期：300 个日历天。
5、公示媒体：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二、联合体对方概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联合体对方概况
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公司经营范围为城市规划设计，

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园林规划设计，园林绿化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设计与施工；
灯具采购、销售；建筑工程管理、咨询 ;建筑工程总承包，园林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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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议主要内容
1、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某成员单位名称）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

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和提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
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
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招标范围内的工程施工、 与工程建设

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交（竣）工验收、保修及配合手续办理等全过程工
程承包（EPC）工作；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招标范围内的规划方

案、地质勘察（包括初勘察、详勘等）、相关设计（含方案设计、方案优化、初步设计、
各类施工图设计及办理工程图纸审查合格证等）及后期设计服务工作。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以上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2、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为公

司后续项目的开拓提供更多的经验，并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公司最终能否获得中标通知书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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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预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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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957 号《关于核准亿利洁能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经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650,000,000 股新股。 根据公开询价结果，经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6.93 元/股，发行股数为
649,350,649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4,499,999,997.57 元（含发行费用 58,499,999.97
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致同验字[2017]第 110ZC0055 号《验资报告》。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公司和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上述
银行分别开立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账户。 内容详见公司
2017-010 号公告。

2017年 4月 20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
金 27,184.53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037号公告。

2017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8 日先后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 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相关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将该部分募集资金账户内的余额转
入公司在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内容详见公司 2017-
148、2017-153 号公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已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剩余金额（含利
息收入）

1 微煤雾化热力项目 390,000.00 138,356.49 267,253.10
2 补充流动资金 54,150.00 54,150.00 0

合计 444,150.00 192,506.49 267,253.10

综上，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54,15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138,356.49 万元用于微煤雾化热力项
目建设，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7,184.53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267,253.10 万元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微煤雾化热力项目具体资金使用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亿利洁能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
025）。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预计在 12 个月内
上述募集资金将有部分资金暂时闲置。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内容详见
2018-023 号公告。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将 2018 年 4 月 10 日审议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6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内容详见 2019-027 号公告。

2019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内容详见

2019-028 号公告。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将 2019 年 4 月 11 日审议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6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内容详见 2020-028 号公告。
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内容
详见 2020-31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将 2020 年 4 月 8 日审议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6
亿元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内容详见 2020-056 号公告。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及时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时，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等归
还。 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以自有资
金、银行贷款等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0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

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10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同时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降低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使用，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事项履行了公司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亿利洁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 亿元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
益，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亿利洁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保荐
机构对亿利洁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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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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香江投资”）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6,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14,546.81 万元。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 307,249.09 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广州香江投资公司的发展需要，广州香江投资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支行（以下简称“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申请贷款。 深圳香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2、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根据该议案的规定，2020 年度公司拟对公司及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币 88 亿元的担
保额度。 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单笔不超过

20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
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 20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
相关担保协议。

截止目前，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 6,000 万元，未超过全年最高额度。 本次单
笔贷款金额未超过 20 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董事
长已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30 日
3、营业期限：长期
4、注册地点：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62 号 402 房
5、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6、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

修和清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代收代缴水电费；场地租赁（不含
仓储）；建筑物清洁服务；防虫灭鼠服务；生活清洗、消毒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自
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拆迁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停车场经营。

8、与上市公司关系：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商业”）持
有广州香江投资公司 100%股权，香江商业为香江控股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广州香江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04,148,433.09 元，负债总额为 144,724,150.15 元，净资产为 259,424,282.94 元，营

业收入实现 25,298,009.14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企业借款合同》
(1)合同双方：广州香江投资（借款人）、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贷款人）
(2)借款金额：6,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
(3)借款期限：36 个月。
(4)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香江控股（保证人）、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贷款人）
(2)保证最高限额：6,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
(3)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

（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和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主合同债务人
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以及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
他应付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6)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3、《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香江家园”）

（抵押人）、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债权人）
(2)被担保主债权的金额：6,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
(3)抵押保证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和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
债权及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主
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以及主合同债务人或甲方在主
合同或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抵押物：成都香江家园自有物业
(5)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广州香江投资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
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广州香江投资提供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

告日，公司累积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7,249.09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7.60%。 截止本公告日，公
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0-075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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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 3 项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1、实用新型名称：交换机控制装置
证书号：第 10361088 号
发明人：钱向征；谷文彬；徐俭加；柏长旺；陈吉生；华廷强
专利号：ZL 2019 2 0520030.3
专利申请日期：2019 年 04 月 17 日
专利权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04 月 21 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2、实用新型名称：一种山梨酸混合液全自动洗涤分离新系统
证书号：第 10358719 号
发明人：刘红伟；李知峰；王恩龙；刁兴伟
专利号：ZL 2019 2 0786435.1
专利申请日期：2019 年 05 月 28 日
专利权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04 月 21 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3、实用新型名称：一种浓盐水蒸发浓缩装置
证书号：第 10711259 号
发明人：范安林；杨树林；李金伟；闫朋；杨鲁旭
专利号：ZL 2019 2 0857559.4
专利申请日期：2019 年 06 月 06 日
专利权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06 月 09 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专利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与延伸， 本次专利的获得对实现公司资

源综合利用、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和
创新能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并
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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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三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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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股票（股票简称：*ST 金钰，股票

代码：600086）已连续 12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14 日-7 月 29 日）收盘价格均低于
股票面值（即人民币 1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现就有关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6 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 10 个交
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应当在下一交易
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
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之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之（五）项及第 14.3.8 条
的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股票面值，则触及终止上市情形，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自情形出现的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始日后的 15 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情况。公司以司法重整为主线，兼顾经
营为原则。 公司重整申请尚未获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具有不确定性：
若法院依法受理， 公司存在因司法重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 若重整申请
未获受理，公司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 公司正积极与各相关方沟通协商，争取早日
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重整化解债务危机。 经营管理方面公司采取减员减负、压缩
费用、保有现有业务、收缩战线等手段开源节流，努力维持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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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同意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540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40 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
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
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

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批复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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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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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执行董事王波先生因工作变
动原因，于近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公司董事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王波先生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该辞任自 2020
年 7 月 29 日起生效。

经王波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
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 王波先生的辞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的正常
运作。

公司董事会对王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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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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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要求，安源
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此披露 2020 年上半年经营数据。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0年 1-6月 2019年 1-6月 增减比例
一、原煤产量 万吨 89.74 109.97 -18.40%
二、商品煤销量 万吨 79.24 98.74 -19.75%
三、商品煤销售收入 万元 57,149.73 77,676.46 -26.43%
四、商品煤销售成本 万元 48,448.46 57,596.03 -15.88%
五、商品煤毛利 万元 8,701.27 20,080.43 -56.67%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公司
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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