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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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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此前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80631 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具体
详见 2018-022号公告。 公司现于 2020 年 10月 21日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处罚字[2020]90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现将全文内容公告如下：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先生、崔之火先生、吕彦东先生、朱士民先生、郑金女士、张
辉先生、姜毅女士、梁琴女士、吴家华先生、高欣先生、孙利先生、于晓兵先生: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矿业)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会调查完
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宏达矿业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关联交易
2015年 12月至 2018年 1月，颜静刚为宏达矿业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六条第四项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在
上述期间，颜静刚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为宏达矿业的关联方。

2016年，宏达矿业作为债务人与武汉光谷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信小贷)签订借
款合同共 12份，借款共计 0.6亿元，该款项直接转入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公司的账户。 2016年 1月
5日，宏达矿业全资子公司山东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平宏达)与上海中吉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吉物流)签订购销合同，宏达矿业全资子公司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淄
宏达)于 2016年 1月 13日代东平宏达向中吉物流支付预付款 0.49 亿元，中吉物流于当日将该款项转
入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银行账户。 此外，宏达矿业与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宏达矿业累计出资 5.5亿元。

2017 年，宏达矿业作为债务人与科信小贷签订借款合同共 6 份，借款共计 0.3 亿元，与刘小娟签
订借款合同共 2 份，借款共计 0.25 亿元，上述 0.55 亿元均转入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公司的账户或
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银行账户。2017年 1月 3日，临淄宏达与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上海攀定工程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攀定)签订购销合同，临淄宏达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向上海攀定支付预付
款 1亿元，上海攀定于当日将该款项转入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银行账户。

上述关联交易，2016年度新增金额为 6.59亿元，占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6.75%；2017 年度
新增金额为 1.55亿元，占 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13%。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
公告(2016)]31号)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 17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宏达矿业应当在相
关年度报告中披露与颜静刚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 宏达矿业在《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
报告》中未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同时，宏达矿业未将前述其以债务人身份发
生的借款金额计入财务报表，导致《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报
表少计负债，存在虚假记载。

二、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
2016年上半年，宏达矿业对外签订存单质押合同 1 份，担保金额 0.55 亿元，为向颜静刚等关联方

提供的担保，占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7%；2016 年下半年，宏达矿业对外签订保证合同、存单
质押合同共 6份，宏达矿业子公司上海宏啸科技有限公司对外签订存单质押合同 1 份，前述担保金额
合计 23.75亿元。 2016年全年，宏达矿业及其子公司发生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24.30亿元，其中，向颜静
刚等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2.30亿元，占 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36%。

2017年上半年，宏达矿业对外签订保证合同共 4份，宏达矿业全资子公司上海精银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签订存单质押合同共 3 份，临淄宏达签订存单质押合同共 2 份，前述担保金额合计 21.10 亿
元， 其中， 向颜静刚等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8.00 亿元，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4.39%；
2017年下半年，宏达矿业对外签订保证合同(含担保函)共 5份，担保金额合计 6.15亿元。2017年全年，
宏达矿业及其子公司发生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27.25 亿元，其中，向颜静刚等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3.15亿元，占 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39%。

根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
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及第十七项的规定，参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10 月修订)9.1、9.11 的规定，宏达矿业应当及时披露其签
订担保合同及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宏达矿业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

宏达矿业《2016 年半年度报告》 未披露当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0.55 亿元，为关联担保；《2016 年
年度报告》未披露当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24.30亿元，其中关联担保 22.30亿元；《2017 年半年度报告》
未披露当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21.10亿元，其中，关联担保 18.00亿元。《2017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当期
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27.25亿元，其中，关联担保 23.15亿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
公告[2016]31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四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第
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

监会公告[2014)22 号)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6] 32号)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
四十二条的规定，宏达矿业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其发生的关联担保和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宏达
矿业未在《2016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
事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工商资料、账务资料、银行账户资料、银行流水、银行对账单、银行回
单、合同文件、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情况说明、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宏达矿业披露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遭漏，《2016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
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以及未及时坡露重大事件的行为， 涉嫌违反了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有关“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虛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有关“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
法律后果”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
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
为。

颜静刚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策划、领导并实施了宏达矿业全部涉案违法事项。
崔之火作为时任董事长，部分参与了宏达矿业未披露关联交易等违法事项。 对于宏达矿业其他违

法行为，未能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及时揭发、制止宏达矿业的违法行为，严重怠于履行职责。
吕彦东作为时任董事，根据颜静刚的安排，组织、策划宏达矿业违规担保违法事项，组织、参与宏

达矿业账外借款违法事项，是上述违法行为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朱士民作为时任财务总监，职责上应全面负责宏达矿业财务工作，在知悉宏达矿业可能存在违规

担保、未披露关联交易等违法事项时，未能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及时揭发、制止宏达矿业的违法行为，
严重怠于履行职责。

郑金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张辉作为时任董事，姜毅、梁琴、吴家华、高欣作为时任监事，孙利、于
晓兵作为时任副总经理，在宏达矿业相关定期报告中保证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证据表明
上述人员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

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
五十八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宏达矿业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知情程度和态度，职务、具体职责及履行职责情况等，对宏达矿业《2016年半年度报告》
存在重大遗漏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崔之火、吕彦东、朱士民，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郑金、张
辉、姜毅、梁琴、吴家华、孙利、于晓兵；对宏达矿业《2016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行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崔之火、朱士民，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郑金、张辉、姜毅、梁琴、吴家华、孙
利，吕彦东是《2016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关联交易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2016 年年度报告》其
他涉案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宏达矿业《2017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崔之火、吕彦东、朱士民，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郑金、张辉、姜毅、梁琴、
吴家华、孙利；对宏达矿业《2017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为崔之火、朱士民，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郑金、张辉、姜毅、梁琴、高欣；对宏达矿业 2016 年、2017 年未
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崔之火。

颜静刚作为宏达矿业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已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情
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对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二、对颜静刚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三、对崔之火、吕彦东、朱士民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郑金、张辉、姜毅、梁琴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万元罚款；
五、对吴家华、高欣、孙利、于晓兵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万元罚款。
此外，颜静刚作为宏达矿业实际控制人，属于《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

二项规定的人员范围，其在宏达矿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居于核心地位，组织、策划、领导并实施了涉
案违法行为，是最主要的决策者，直接导致宏达矿业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情节特别严重，依
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二项、第五
条第七项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颜静刚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
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外， 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
和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

公司高度重视《事先告知书》所提出的问题，并将继续提高规范运作、公司治理水平，严格规范相
关管理制度，针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切实整改，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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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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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1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11 名，与会董事以传真或专人送
达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关于李沟煤矿关闭退出的议案
近年来，受市场因素影响，公司持股 51%的子公司义煤集团李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李

沟矿业”）连年亏损，且扭亏无望。 考虑到 2020年是国家实施去产能政策的最后一年，李沟煤矿若能去
产能关闭，则能够享受到中央奖补、产能置换、剩余储量价款退还等相关政策。 为控制投资损失，公司
董事会同意李沟煤矿关闭退出。

李沟煤矿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城关乡李沟矿区，煤种为焦煤，核定生产能力 30 万吨/年，截止 2020
年 9月底，剩余可采储量为 769.9万吨，剩余服务年限为 19年。

李沟矿业 2020年初计划的产量为 28万吨，利润-2396.68 万元，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截至 2020 年
9月底，实际产量 7.63万吨，净利润-2666.23万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20-041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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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8名，实际出席的监事 8 名，其中职工监事张志军先生因
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职工监事方晓波先生代行其职权，与会监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公司代码：600403 公司简称：大有能源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任春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洪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洪涛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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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5,387,178.94 18,478,244,363.07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85,536,032.12 7,357,442,956.49 1.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336,719.17 385,369,727.26 423.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98,652,437.17 4,544,839,366.75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808,577.35 152,698,806.15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2,404,068.53 108,667,586.07 -18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78 2.07 减少 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81 0.0639 -9.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81 0.0639 -9.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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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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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814,433.33 232,295,406.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0,145.00 -906,192.56
所得税影响额 -169,539.32 -176,567.69
合计 53,915,039.01 231,212,645.8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5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7,183,566 63.04 0 质押 738,519,900 国有法人

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560,300,845 23.44 0 质押 27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235,387 1.6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5,242,802 0.64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富欣通信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15,225,091 0.6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4,642,000 0.6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12,627,784 0.53 0 无 国有法人

徐开东 6,579,300 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小蓉 6,380,100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依兰 6,241,31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7,183,566 人民币普通股 1,507,183,566

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60,300,845 人民币普通股 560,300,84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235,387 人民币普通股 40,235,38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242,802 人民币普通股 15,242,802

上海富欣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5,225,091 人民币普通股 15,225,09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6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2,000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12,627,784 人民币普通股 12,627,784

徐开东 6,5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79,300

徐小蓉 6,3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0,100

王依兰 6,241,310 人民币普通股 6,241,3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义煤公司系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
母公司，与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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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重大项目变动表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差额变动金额及幅度

注释
金额 幅度（%）

存货 471,609,237.36 346,855,599.94 124,753,637.42 35.97 （1）
应收账款融资 84,204,731.36 317,824,408.28 -233,619,676.92 -73.51 （2）
短期借款 5,774,000,000.00 5,470,000,000.00 304,000,000.00 5.56 （3）
应付票据 160,000,000.00 82,449,250.00 77,550,750.00 94.06 （4）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81,397,376.73 103,697,557.99 -22,300,181.26 -21.51 （5）

3.2 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124,753,637.42 元，增幅 35.97%，主要原因是销售受市场因素影响
有所下降，库存煤上升所致。

3.3 应收账款融资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233,619,676.92 元，降幅 73.51%，主要原因是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托收、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3.4 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304,000,000.00元，增幅 5.56%，主要原因是融资增加所致。
3.5 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77,550,750.00元，增幅 94.06%，主要原因是本期以票据结算的

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3.6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22,300,181.26元，降幅 21.51%，主要原因是本期

偿还到期的流动负债所致。

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2019年前三季度
差额变动金额及幅度

注释
金额 幅度（%）

营业收入 4,398,652,437.17 4,544,839,366.75 -146,186,929.58 -3.22 （1）

信用减值损失 -22,790,897.63 25,450,746.50 -48,241,644.13 -189.55 （2）

营业外收入 266,412,125.02 108,733,734.34 157,678,390.68 145.01 （3）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下降 146186929.58元，降幅 3.22%，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2）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下降 48241644.13元，降幅 189.55%，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按新金融

工具准则调整坏账计提标准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增加 157678390.68 元，增幅 145.01%，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三供一

业”政府补助资金及去产能奖补资金增加所致。
3.7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8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9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春星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88023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0-040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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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恒信息”）自 2020 年 8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0月 21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932.94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为人民币 0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预计对 2020 年度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
影响情况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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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0月 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 9名董事，全体董事
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公司考评、高级管理人员考评与薪酬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均对公司 2019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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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0月 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 5名监事，全体监事
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王仁渠同志履职情况、考评及薪酬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5票，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职
工监事 2019 年度薪酬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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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
期内从公司领取薪酬的情况，现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 2019 年度领取的税前报酬其余部分
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2019 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前

报酬其余部分
杨华辉 董事长 255.38
刘志辉 董事、总裁 225.28
王仁渠 监事会主席 183.53
胡平生 副总裁 177.38
郑城美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合规总监 182.93
夏锦良 董事、副总裁、首席风险官 185.73
黄奕林 副总裁 183.00
孔祥杰 副总裁 35.82
林红珍 首席财务官（即财务负责人） 38.90
李予涛 首席信息官 16.07
张绪光 职工监事 108.00
周峰 职工监事 67.18
合计 1,659.20

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年薪按相关规定递延兑现，递延兑现部分分三年递延发放。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3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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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 16,666,700.00元
●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2、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科技成果转化尚需时间，后续市场开发存在不确定性。
3、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标的企业经营未达预期甚至亏损、投资无法退出等经营管理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井股份”或“公司”或“甲方”）与刘娅莉（以下简

称“乙方”）、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大资产公司”或“丙方”）签署了《关于合作设立
“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 根据
发起人协议，松井股份、刘娅莉、湖大资产公司一致同意共同发起成立“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
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注册资金规模为人民币 16,666,700.00 元：松井股份以货
币出资 1166.67万元，刘娅莉以知识产权出资 400万元，湖大资产公司以知识产权出资 10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研究院，旨在建设产学研深度合作平台，引进高端人才团队，以 3C 消费电子、
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领域的表面处理、功能涂层、粘合剂等新兴前
沿技术为研发方向，解决表面处理、涂层及防腐蚀一体化解决方案领域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并向行业
内提供试验、检测、性能评价、咨询服务、成果转化等服务，最终为提高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促进国产化替代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刘娅莉、湖大资产公司对外投资已经湖南大学 2020年第 14次校长办公会议批
准同意。 公司与刘娅莉、湖大资产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刘娅莉
刘娅莉，女，1964年生，中国国籍，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高级访问学者；长期从事金属腐蚀及防护、功能性涂层材料研究，在铝、镁及其合金防护转化膜、高分
子水性树脂合成及无机有机杂化涂层的制备、表征、结构和性能关系研究方面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丰富的经验。 2006年 3月至 2011年 5月，担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2011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担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应化系主任；2020 年 6 月至今，担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二）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汤永茂
4、注册资本：14,623.81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3年 05月 26日
6、住所：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机电大楼一楼
7、经营范围：经营、管理湖南大学的经营性资产；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机电、化工（不含危险品及

监控化学品）、电子、电气、仪器仪表、土木建筑材料、环保节能新型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品并
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让服务；生产、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百货；提供商标图案、
产品造型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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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湖南大学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单位：元） 2019年度
总资产 1,211,599,290.86
净资产 442,034,393.43
营业收入 628,158,133.32
净利润 51,825,200.37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登记为准）
1、公司名称：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经营范围：表面处理技术研发；涂料、胶粘剂的技术研发；树脂合成；产品小试、中试；成果转让；

产品性能分析；专业人才培训等。
3、住所：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东路 777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666.67万元

5、出资方式：
研究院拟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发起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发起人）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来源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1166.67 70% 自有资金
刘娅莉 知识产权 400 24% 职务科技成果
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 100 6% 科技成果
合计 1666.67 100%

6、出资的知识产权情况
知识产权项目 内容

专利名称
（1）一种非离子型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2）一种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及其应用；
（3）一种处理液及其制备具有自修复性能的铝合金表面钒锆复合转化膜
的方法

账面值 人民币 500万元
评估值 人民币 500万元
目前状态 专利权人为湖南大学，发明人为刘娅莉及其团队
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否
是否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
或仲裁事项、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否

7、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董事会原则上不超过 3人，其中甲方负责提名推荐占 2/3，乙方、丙方负责提名推荐占 1/3，董事长

由甲方提名。
院长（总经理）由甲方提名，副院长由乙方提名，按研究院章程规定程序产生；总工、财务总监级别

以上人员由院长提名、董事会任命。
监事会成员应有一人由丙方委派。若丙方放弃，可由甲方和乙方商讨确定。在监事会设立之前，只

设一名监事。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经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协商一致同意作为发起人，共同出资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注册成立研

究院，拟用名“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
2、研究院首次注册资金规模为人民币壹仟陆佰陆拾陆万陆仟七百元（?16,666,700）。
3、甲方出资 1166.67万元，以货币出资，占研究院注册资本的 70%，其中首次实缴货币出资额不低

于 500万元，其余认缴部分货币出资额应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实缴到账。
乙方出资 400 万元，以知识产权出资，占研究院注册资本的 24%，代出资知识产权的成果完成人

团队持有。 乙方应于研究院成立之日起 30 天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完成专利权转移登记所有手
续。

丙方出资 100万元，以知识产权出资，占研究院注册资本的 6%，代湖南大学持有。
乙、丙出资的知识产权拟以总价 500万元出资，最终工商登记载明的出资额应以有甲方认可的有

资质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为准。
4、三方同意研究院合作期限为 8 年，到期后三方可根据合作意愿和研究院实际运营情况确定研

究院是否续存，并就相关事项续签、补充发起人协议或重新签订协议。
5、由研究院自主投资研发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全部归研究院所有。
由研究院与第三方协议合作共同开发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按相关协议约定执行。
甲方、乙方、丙方和研究院任何一方都有权对投资入股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行改进，改进后的知识

产权由改进方所有，研究院对改进成果享有优先使用权。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研究院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 3C 消费电子、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海

洋装备等领域的表面处理、功能涂层、粘合剂等新兴前沿技术为研发方向，充分发挥湖南大学在基础
研究、技术创新、信息资源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并对接公司的产业化优势，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
化成为现实生产力，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的快车道及新产品孵化机制。

通过产学研平台建设，积极承担国家、省部及市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战略新兴产业相关领域表
面处理及涂层材料关键技术，推动行业核心技术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促进公司、
学校、社会共同进步，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科技成果转化尚需时间，后续市场开发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标的企业经营未达预期甚至亏损、投资无法退出等经营管理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870 证券简称：ST厦华 公告编号：2020-061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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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昌行”） 持有厦门华侨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4,55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 北京德昌行及其一致
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110,210,829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21.06%，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84,040,829股股份，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6.06%；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 7月 1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北京德昌行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4,653,333 股，即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 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德昌行已完成减持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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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 控股
股东 14,653,333 2.80% 协议转让取得：14,653,33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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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14,653,333 2.80% 王玲玲控制的企业
王玲玲 10,313,800 1.97% 与王春芳为兄妹关系
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173,696 11.31% 王玲玲控制的企业
王春芳 26,170,000 5.00% 与王玲玲为兄妹关系
合计 110,310,829 21.08%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控股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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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昌行 （北
京）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 0.02% 2020/10/21� ～
2020/10/21

集中竞
价交易 3.34�-3.35 334,500.00 14,553,333 2.78%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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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是因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根据法院执行裁定书执

行股权质押协议而强制被动减持，北京德昌行正在积极与华创证券进行协商，此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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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0-029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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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0月 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1388号 2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795,9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09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翟金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3人，董事阙江阳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董事郑再杰先生因故未能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陈小红女士因事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3,191 91.9809 583,525 8.019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顾简兵 150,683,046 95.4923 是
2.02 阙江阳 150,683,047 95.4923 是
2.03 朱敬鸿 150,583,148 95.4290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廖建宁 150,683,146 95.4923 是
3.02 叶峰 150,683,047 95.4923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陈小红 150,683,146 95.4923 是
4.02 黄露颖 150,683,047 95.492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议案 6,693,191 91.9809 583,525 8.0191 0 0.0000

2.01 顾简兵 11,625,128 62.0402
2.02 阙江阳 11,625,129 62.0402
2.03 朱敬鸿 11,525,230 61.5071
3.01 廖建宁 11,625,228 62.0407
3.02 叶峰 11,625,129 62.0402
4.01 陈小红 11,625,228 62.0407
4.02 黄露颖 11,625,129 62.040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公司关联股东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大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桑日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19,245 股，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上述第 1 项议
案-《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蓓蓓、杨舒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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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
部分股份解质押、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

回购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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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大股东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于近日对其所持部分股份办理了解质押、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延期回购及补充质押。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12,975,72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29.96%， 本次解质押及补充质押后， 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为
787,994,156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70.80%。

● 是否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否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收到大股东西藏东方润澜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润澜”）的通知，东方润澜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对其持有的 148,867,400 股
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同日，东方润澜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协议》，对其质押给中信证券的 250,725,000 股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延期回购，同时东方润澜将其持有的 9,09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作为对
上述质押股份的补充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48,867,4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1%

解质时间 2020年 10月 20日

持股数量 1,112,975,727股

持股比例 29.9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778,904,156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9.9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97%

备注：
1、持股数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西藏东

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2、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实际控制的

公司。张宏伟先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94%股权，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经东方润澜确认，本次解质押股份存在后续质押计划。 公司将根据东方润澜的通知和质押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延期回购及补充质押情况（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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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更 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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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东
方 润 澜
投 资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全资
子公司

186,000,000 否 否 2017-4
-26

2020-10-2
6 2021-4-26

中
信
证
券

23.34% 6.99%
股 东 方
生 产 经
营

9,090,000 否 是 2020-10
-20 2021-4-26

64,725,000 否 否 2017-10
-26

2020-10-2
6 2021-4-26

合计 259,815,000 / / / / / / / / /
备注：“占其所持股份比例”是指占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2、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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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3、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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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 股
份数量

冻 结 股
份数量

限售股
份数量

冻结股
份数量

东 方 集
团 有 限
公司

492,822,091 13.27% 388,313,771 388,313,771 78.79% 10.45% 0 0 0 0

西 藏 东
方 润 澜
投 资 有
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390,590,385 399,680,385 65.64% 10.76% 0 0 0 0

张宏伟 11,299,049 0.3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112,975,727 29.96% 778,904,156 787,994,156 70.80% 21.21% 0 0 0 0

三、股份质押其他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含本次质押）

股东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质押股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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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融资余额

东方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279,720,280 2019-11-22 2020-11-25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75.37% 10.00%
5亿元

91,737,332 2019-12-4 2020-11-28 1.65亿元

西藏东
方润澜
投资有
限公司

控 股
股 东
之 全
资 子
公司

195,090,000 2017-4-26 2021-4-26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2.67% 6.99%

3.57亿元

64,725,000 2017-10-26 2021-4-26 1.08亿元

合计 631,272,612 / / / 56.72% 16.99% 11.3亿元
2、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润澜及其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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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相关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包括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本次质押是对前期用于质押式回购交易股份延期购回，补充质押目的为提高履约保障比例。 截

止 2020年 6月 30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799 亿元，所有者权益 279.97 亿
元，2020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386.56亿元，净利润 5.81亿元。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5、截止目前，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润澜相关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
风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润澜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应对平仓风险。

上述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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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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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9年 3月 15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自有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资金
收益，在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使用规划、使用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
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计划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
不超过 24个月的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 授权期限为自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日起 24个月内。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2月 27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0）。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 3月 31日，公司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认购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

头梅溪东路证券营业部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起息日为 2020年 3月 31日，到期日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4月 3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已经到期，公司已将上述 5,000万元的理财产品予以赎回，取得理财
收益 1,274,794.52元及活期利息 1,667.97元（含税）。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万元）
预期收
益率 交易日 到期日 资金来

源
是否
赎回 投资收益(元)

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澄海支行

“乾元-日积利”
（按日）开放式理
财

7,000
2.81%
-4.20%
浮动

2018/12/18
2019/2/18 闲置自

有资金 是
142,684.93

2020/8/5 3,177,054.79

2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
梅溪东路证券
营业部

多添富4号X182
天 5,000 4.6% 2019/9/26 2020/3/26 闲置自

有资金 是 1,146,849.31

3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澄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
东省分行乾元-
金宝GJ（大湾区
专享）2020年第
16期人民币理财
产品

4,000 4.11% 2020/2/20 2020/5/20 闲置自
有资金 是 405,369.86

4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
梅溪东路证券
营业部

多添富4号X198
天 5,000 4.7% 2020/3/31 2020/10/15 闲置自

有资金 是 1,274,794.52

5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
梅溪东路证券
营业部

多添富4号X185
天 5,000 4.6% 2020/5/25 2020/11/26 闲置自

有资金 否 -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赎回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