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27�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7-056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获得政府进口贴息项目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有57.65%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板显示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获得政府

进口贴息项目补助人民币1390.50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2017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进口贴息项目补助明细的通知》（商

办财函[2017]297号），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

子"）收到了财政部下发的关于进口贴息事项的资金，其中含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板显示公司

人民币1390.501万元。中国电子于2017年9月29日拨付给平板显示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确认为递延

收益。具体的财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17〕046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7

年9月22日以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会议参加人，会议于2017年9月

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的董事9人。其中，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毅先生召集、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2、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上海华明工业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肖毅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75� � �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7-089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

2017年9月19日，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通过

向社会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出售所持有的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粤科租赁

"）2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资产出售"），具体方案及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

案》。

因上述资产出售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前审核，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群兴玩具，证券代码：002575）自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开市

起停牌。

公司于2017年9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停牌进展公告》，详情请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二、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2017年9月27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5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

书面说明，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对问询函中的问题积极准备回复工作，将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及时进行披露。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还需就审计、评估及相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再次审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最终获得审议通过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16� � � �证券简称：韩建河山 公告编号：2017-039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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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9日披露了公司监事高

凌霞的减持股份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监事高凌霞计划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2500股，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监事高凌霞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其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已过

半。

一、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

司监事高凌霞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

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25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将按照减

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监事减持股份

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监事高凌霞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前述减持股份计划时间

已过半。根据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监事高凌霞在剩余减持区间内，仍可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12500股。截至本公告日，监事高凌霞仍持有公司45000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0.1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三）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减持公司股份期间，监事高凌霞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按照已公告的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年29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000572� � � �编号：2017-36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汽车合作制造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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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2017年9月2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小鹏汽车"）签署了《小鹏品牌汽车合作制造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展研发、生产、销售

小鹏新能源汽车（简称"协议产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项目

1、双方共同合作从事新能源汽车生产活动。在双方协商约定的范围内，小鹏汽车将授权海

马汽车有限公司使用其商标和相关技术，生产协议产品；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负责协议产品的生

产。

2、双方初步确定协议产品的生产产能为5万辆/年。

3、双方同意，未来在合作项目的基础上，双方可探讨进一步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二、项目进度

1、双方协商约定合作项目时间进度计划，共同支持按期完成协议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准备

等工作。首款协议产品预计将于2017年年底前量产。

2、合作项目的具体时间进度最终以双方协商确定的计划为准。

三、合作双方的主要义务

（一）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主要履行以下义务

1、负责协议产品的公告目录申请等工作。

2、与小鹏汽车协商并制定协议产品的生产能力建设方案（含设施、设备、人员），协助小鹏

汽车进行协议产品的生产准备。

3、在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量产经双方共同确认的质量标准的协议产品。

（二）小鹏汽车主要履行以下义务

1、确保协议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并具备市场竞争力。

2、明确协议产品定义和开发方式，向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提供协议产品的技术信息，推进合

作项目按计划完成生产准备工作。

3、提供生产协议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及相关物料，支持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按双方共同确认

的项目计划生产协议产品。

四、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协议到期后，双方若无异议，

本协议自动延续有效。

五、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执行及履行和争议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履行本协

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尽可能协商解决；双方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向郑

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在解决争议期间，除争议事项之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规定

的其他义务。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200512� � � �证券简称：闽灿坤B� � � �公告编号：2017-037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理财概述

公司于2017年3月12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董事会和2017年4月6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控股子公司漳州

灿坤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漳州灿坤"） 可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及2017年4月7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 漳州灿坤于2017年9月29日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使

用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一款保本保息结构性存款产品，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产品

2、投资期限：2017年9月29日至2018年3月29日终止，181天期。

3、投资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4%� 。

4、利息支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RMB� 4,000万元）

7、提前赎回：该产品不得提前赎回

8、关联人说明：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分析：

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银行理

财产品常见风险。

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保息型结构性存款产品，银行提供100%本金和利息保障。

基于此公司认为此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四、对公司的影响

漳州灿坤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2、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3、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漳州灿坤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证券简称：摩登大道 公告编号：2017-09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交易导致关联借款的还款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因交易导致的关联借款基本情况

2017年2月20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卡悦圆"）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瑞

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连卡福（衡阳）商业广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连卡福"）在中国广州市签署了《连卡福（衡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连卡悦圆拟将其持有衡阳连卡福53%的股

权出售给瑞丰股份，转让对价为114,634,790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同时，交易各方

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瑞丰股份有权在股权交割前自主指定第三方作为受让方。待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衡阳连卡福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尚存在衡阳连卡福尚未清偿本

公司借款的情形。上述借款事项将因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而变为关联交易，

同日，本公司与衡阳连卡福、瑞丰股份、衡阳连卡福之股东衡阳市予尚服饰有限公司的

主要股东肖红梅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对衡阳连卡福向本公司的借款及相关主体提供的

担保进行了约定。截至2017年2月20日，衡阳连卡福向本公司的借款本金余额合计为230,943,

842.56元，预计截至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日，衡阳连卡福预计将继续向本公司借款本

金余额合计不超过27,000万元（上述借款本金余额以下简称"该等借款"）。该等借款原为本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资助， 若瑞丰股份未指定无关联第三方受让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全

部权利和义务，则待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衡阳连卡福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若届时该等借

款尚未全部清偿，则该等借款将成为关联借款（以下简称"本次关联借款"）。瑞丰股份、衡阳

连卡福的股东衡阳市予尚服饰有限公司之主要股东肖红梅为本次关联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关联担保"）。

上述事项已于2017年2月20日和2017年3月9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9）、《关于预计发生其他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

2017年3月20日，连卡悦圆与瑞丰股份、瑞丰股份指定的受让方新余瑞广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广银"）、衡阳连卡福签订了《连卡福（衡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瑞丰股份指定瑞广银作为受让方，由瑞广银受让标的股

权的全部并实施交割，瑞丰股份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瑞广银，瑞

丰股份对瑞广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3月24日，连卡悦圆收

到瑞广银支付的股权转让第一笔价款68,780,874元。衡阳连卡福也于2017年3月24日完成了股

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衡阳连卡福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据此，衡阳连卡福尚未清偿本公司的借款成为

关联借款。2017年3月29日，连卡悦圆收到瑞广银支付的股权转让余款45,853,916元。

上述交易进展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 于2017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

二、因交易导致关联借款的前期偿还情况

截至2017年8月25日，公司已收到衡阳连卡福归还的因交易导致的关联借款1.50亿元，该

次还款情况公司已在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三、本次还款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共收到衡阳连卡福合计还款金额248,197,060.14元,至此，衡阳连

卡福所欠本公司借款本息已全部偿还。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连卡福（衡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本公告相关的借款担保合同；

6、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转让下属公司

股权并对其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7、连卡福（衡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8、还款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17-090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监高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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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外披露了《关于董监高延

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现就参与增持计划的部分董监高与骨干人员名单及计划增持的金

额做如下补充：

一、参与增持计划的部分董监高及骨干人员名单和拟增持金额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万元人民币）

张世明 副董事长、总裁 1500

王文韬 董事 1500

廖勇 监事长 500

刘建锋 执行总裁、财务总监 300

郭沂 副总裁 300

郎莹 副总裁 10

樊辉 董事会秘书 200

黄杰 监事 100

于洋 监事 10

陈鸿 研究院院长 10

张广卿 总工程师 10

孙彦达 苏克项目总经理 5

谈煊 董事长助理 500

娄菲 人力资源部总监 10

曹悦琰 资本运营部总监 100

李铂 投资部总监 15

刘春艳 销售部总监 10

总计 5080

本次公司董监高及部分骨干拟增持金额总计5080万元。

二、相关说明

以上增持主体将在自2017年10月26日起6个月内完成增持，合计增持金额将不低于上述拟

增持总计金额5080万元。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

关注以上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计划的其他细节情

况详见2017年9月2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董监高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有关信息请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7-13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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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购买资产重大事项，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猛狮科技，股票代码：002684）自2017年4

月20日起停牌。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5），2017年4月27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3），2017年5月5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5），分别于2017年5月12日、2017年5月1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7-068、2017-070），2017年5月2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分别于2017年5月27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6月

14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7、2017-080、

2017-081），2017年6月2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7-084），2017年6月27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5），2017年7月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

牌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2），分别于2017年7月8日、2017年7月15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6、2017-099），2017年7月20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101）,分别于2017年7月27

日、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10日、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9日、2017年8月26日、2017年9

月2日、2017年9月9日、2017年9月16日、2017年9月23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17-106、2017-108、2017-111、2017-112、2017-114、2017-121、

2017-125、2017-127、2017-128、2017-13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及相

关各方正在对本次重组方案做进一步的论证和完善，并编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

票自2017年10月9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7-135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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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51.0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竞购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海康”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各自

所持有的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燃动力” ）44.63%股权、6.38%

股权。2017年4月24日，公司分别与中电海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签署了

《产权交易合同》，并与中电海康及上燃动力签署了《委托贷款还款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1月12日、2017年4月25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上燃动力已于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公司受让上燃动力51.01%股权已完成过户登记。变更前后上燃动力股权结构如

下：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2,100 44.63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400 51.01

上海光通信公司 540 11.48 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540 11.48

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40 11.48 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40 11.48

余卓平 465 9.88 余卓平 465 9.88

陈萍萍 390 8.29 陈萍萍 390 8.29

孟翰英 370 7.86 孟秀彦 370 7.8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

一研究所

300 6.38 - - -

合计 4,705 100 合计 4,705 100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A� (B)� � � �公告编号：2017-63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

十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9月29日下午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7年9月27日向董事安礼如、艾秋红、张慧德、李德军发出，董事任建新先生、杨兴强先生、

Chen� Lichtenstein先生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兴强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杨兴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长。安礼如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下述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的议案》，具体内容包括：

1. � 聘任Chen� Lichtenstein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resident�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Chen� Lichtenstein先生自愿回避表决。

2.�聘任Aviram� Lahav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Michal� Arlosoroff为公司总法律顾问（General� Legal� Counsel）。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刘安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及公司财务负责人，殷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志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对刘安平先生、殷宏先生和刘志明先生任职期间

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发展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总法律顾问的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2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总法律顾问的简历分别如下：

1.� Chen� Lichtenstein先生简历

Chen� Lichtenstein,�男，1967年出生，以色列国籍，博士学历（获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法学

院联合博士学位），历任以色列高等法院书记员，Yigal� Arnon� &� Co.律师事务所律师，纽约

与伦敦的高盛集团投资银行执行董事，ADAMA副首席执行官，中国农化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现任ADAMA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Chen� Lichtenstein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Chen�

Lichtenstein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Chen� Lichtenstein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Aviram� Lahav先生简历

Aviram� Lahav，男，1959年出生，以色列国籍，学士学历（获经济学和金融学学士学位，以

及机械工程学学位），并参与了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课程项目(AMP)。Aviram� Lahav是注册会

计师。历任菲亚特集团在以色列的授权经销商 MCA� Inc.首席财务官，Europcar以色列子公司

首席执行官 （汽车租赁公司），Delta� Galil� Industries� Ltd. 集团首席财务官，Delta� Galil�

Industries� Ltd.美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Delta� Galil� Industries� Ltd.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运营官，

Synergy电缆有限公司 （当时是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公司） 首席执行官。 现任

ADAMA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Aviram� Lahav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Aviram�

Lahav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Aviram� Lahav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3.� Michal� Arlosoroff女士简历

Michal� Arlosoroff，女，1958年出生，以色列国籍，本科学历（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法学

学士，政治与劳动学学士学位），并于2014年参与了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课程项目（AMP）。

历任E.S.� Shimron,� I.� Molho,� Persky� &� Co.律所合伙人及行政主管。现任ADAMA高级副总

裁、首席法律顾问、公司秘书、公司社会责任官员、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Michal� Arlosoroff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Michal�

Arlosoroff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Michal� Arlosoroff女士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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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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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7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

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闲置资金（其中闲置募集资金2.5亿元人民币）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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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前期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赎回情况

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安井” ）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兴化支行的相关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

方

受托方

资金来

源

产品名

称

投资类

型

投资起始

日

期限（天） 投资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投资

金额

（万

元）

实际

收益

（万

元）

1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56天

保证收

益型

2017/4/25 56 2017/6/20 4.0 20000 122.74

2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S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靠档计

息

2017/4/25 84 2017/7/18 2.95 1000 6.90

3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S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靠档计

息

2017/4/25 106 2017/8/9 3.05 1000 9.07

4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56天

保证收

益型

2017/6/23 52 2017/8/14 4.8 20000 136.77

5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42天

保证收

益型

2017/8/15 42 2017/9/26 4.2 17000 82.16

6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S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靠档计

息

2017/8/15 20 2017/9/4 2.85 1000 1.64

7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S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靠档计

息

2017/8/15 41

2017/9/25

2.95 1000 3.39

8

泰州

安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S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靠档计

息

2017/8/15 靠档计息 1000

公司及泰州安井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兴化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泰州安井于2017年9月27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州兴化支行的相关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资金类型 产品名称 投资类型 投资起始日

期限

（天）

投资到期日

年化收

益率

投资金额

（万元）

1 泰州安井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泰州

兴化支

行

闲置募集

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113天

保证收益

型

2017/9/27 113 2018/1/18 4.40 10000

2 泰州安井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泰州

兴化支

行

闲置募集

资金

蕴通财

富·日增

利30天

保证收益

型

2017/9/27 30 2017/10/27 4.40 70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于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控制措施

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

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门对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行为进行日常监督与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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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含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保

本型理财产品余额为18000万元。

六、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113天”理财产品协议》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30天”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9月29日

2017年 9月 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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