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16� � � �证券简称：苏博特 公告编号：2017-002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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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10日上市。 公司

股票于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16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在就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房屋的征收及补偿事宜与有关部门

商谈，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尚未与有关部门签署任何协议，以上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除此之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16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在

就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房屋的征收及补偿事宜与有关部门商谈，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江苏博特

新材料有限公司尚未与有关部门签署任何协议，以上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经公司自查，除前述房屋征收及补偿事宜外，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

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

房屋征收及补偿事宜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

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四）经公司自查，除前述房屋征收及补偿事宜外，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五）经公司自查，公司没有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房屋征收及补偿事宜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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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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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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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0日披露了《关于董事

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53），详见2017

年10月2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董事长周忠国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张晓川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黄小鹏先生、

任勃先生、施文忠先生、陈宗潮先生、宋钢先生、袁建国先生（以下简称“减持人员” ）计划在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23,

8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23%）。

2017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任勃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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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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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姓名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比例

拟减持的股份

占其本人总持股的比例

周忠国

129,919 0.0375% 25%

张晓川

78,057 0.0225% 25%

黄小鹏

39,000 0.0113% 25%

任勃

36,500 0.0105% 25%

施文忠

38,950 0.0112% 25%

陈宗潮

39,000 0.0113% 25%

宋钢

31,200 0.0090% 25%

袁建国

31,200 0.0090% 2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2017年11月15日，具体减持情况见下表：

股东姓名 职务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减 持 股 数

（股）

减持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张晓川 副董事长、总裁 集中竞价

2017

年

11

月

14

日

10.306

元

78,057 0.0225%

任勃 副总裁、财务总监 集中竞价

2017

年

11

月

15

日

10.311

元

36,500 0.0105%

截至2017年11月15日，张晓川先生、任勃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周忠国先生、

黄小鹏先生、施文忠先生、陈宗潮先生、宋钢先生、袁建国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暂未实施。

三、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职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张晓川 副董事长、总裁

312,227 0.0901% 234,170 0.0676%

任勃 副总裁、财务总监

146,000 0.0421% 109,500 0.0316%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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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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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关于股东的减持计划等相关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

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减持计划、承诺一致，本次减持没有违反股份锁定承诺，且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未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4、未实施减持计划的相关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减持，减

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资本 公告编号：临2017-061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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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7年12月12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1月22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705

中航资本

2017/11/13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鉴于公司部分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尚未完成， 公司董事会决定

延期召开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延期至2017年12月12日；股权登记日不

变，仍为2017年11月13日；会议审议事项不变。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2月12日 9点 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12日

至2017年12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7年11月7日刊登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7-058）。

四、其他事项

1、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被代理人的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

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

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股东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

人股东单位公章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持股凭证。

2、登记时间：2017年12月11日（星期一）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0号艾维克大厦20层；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111

号财富大厦19层。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2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大厦置业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2

关于参股投资

Thompson Aero Seating

公司的议案

3

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2017-069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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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宁波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宁波证监局与宁波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于2017年11

月28日下午15:00-17:00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www.p5w.net。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

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17-068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标巫溪县红池坝

景区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古路

互通至红池坝快速道路工程一期）

PPP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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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收到巫溪县交通委员会

签发的《中标通知书》，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

政集团"）和宁波金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建投资"）组成的联合体

为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景区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古路互通至红池坝快速道路工程

一期）PPP项目中标单位。 金建投资由市政集团与深圳市前海安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设立，其中市政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99%。

根据《中标通知书》及招投标文件，本次中标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概况：本项目路线起点位于古路镇，经液龙珠、后山湾、李子垭、再经天坑湾、跨夏家

包大桥 （K5+338）、 大石垭， 至K10+275处穿水井湾隧道， 隧道长791米， 又过阳雀口、至

15+600处，再过牛麻树湾、桉子坪、跨磨盘坝中坝、小观音寺，裤裆丘，土门子湾、生基坪、至草

屋湾，接文峰至红池坝公路，至点K26+984.769，路线实际长度24.694公里。 路基宽度12米，行

车道宽度为2×3.75米，硬路肩宽2×1.5米，土路肩宽度2×0.75米。

中标范围：项目概况范围内的本项目投融资、建设、移交和运营等。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39340.00万元，即人民币叁亿玖仟叁佰肆拾万圆整，其中：建筑工

程费35000.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466.85万元,基本预备费1873.15万元。

中标年化收益率：5.99%。

中标项目周期：项目合作期10年。 其中：建设期2年，经营期8年。

本项目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市政集团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项目融资、工程施工；金建投

资负责本项目的其他工作。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77 �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17-031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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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2,000,000.00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4）已于2017年7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情况

（一）2017年7月1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签订相关理财协议：

1、产品名称：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

2、产品代码：CNYAQKF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投资期限：2017.7.21-2018.1.19

5、预期年化收益率：3.80%

6、投资金额：2,800万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15）已于

2017年7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已于2017年11月15日提前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款项已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投资

产品存续天数117天，获得收益341,063.01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5,400万元，产品明

细如下：

币种：人民币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

万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备注

中信银行无锡

梅村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

保本周期

182

天理

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 2017.7.20 2018.1.17 4.00%

未到

期

中国银行无锡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

【

CNYAQKF

】

保证收益型

900 2017.7.21 2018.7.19 3.90%

未到

期

交通银行无锡

东林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364

天

保证收益型

8,500 2017.7.27 2018.7.26 4.20%

未到

期

交通银行无锡

东林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168

天

保证收益型

5,000 2017.7.27 2018.1.11 4.20%

未到

期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代码：002063�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7-079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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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整合的议案》，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远光共创"）拟增资4,419万元，分别由远光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简称"远光资本"）以

其持有远光智和卓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远光智和卓源"）66.67%股权认购，王辉以

其持有远光智和卓源33.33%股权认购。 本次股权整合完成后，远光共创注册资本由5,500万元

增加至9,919万元，增资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远光资本合计持股比例为57.98%；远光智和卓源

变更为远光共创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8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股权整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4）。

近日远光共创完成了本次股权整合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广东省珠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82582103Q

名称：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

住所： 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7号4号厂房、5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陈利浩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8日

注册资本：9,919万元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7085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保本型金融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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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7年5月9日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2亿元（全部为2014年度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

得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及全资、控股子

公司（包括浙江京新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上饶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等） 继续使用不超过7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期限不得超过12

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5月10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闲置

募集资金及5亿元闲置自有资金（包括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浙江京新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上虞

京新药业有限公司、上饶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等）购买期限不得

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金融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

9月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7年11月15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 签

订了《华夏银行企业客户慧盈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

购买理财产品。 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华夏银行企业客户慧盈205号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期限：181天

4、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预期投资收益率：3.32%/年

6、产品起息日：2017年11月17日

7、产品到期日：2018年5月17日

8、收益支付方式：存续期满，本金与收益一次性支付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伍仟万元整

10、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购买金融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238100.77万元的2.10%。

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资金15.9亿元购买金融保本型理财产品， 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238100.77万元的66.78%。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

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主要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如国家宏观政

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影响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2、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一次性支付，且产品

存续期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求。

3、信用风险：金融机构保障理财资金本金，但投资者须承担金融机构信用状况变化所产生

的信用风险。

4、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产品被提前终止，产品实际期限短于产品名义期限，客户无法获得

按产品名义期限计算的全部收益金额。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

督，每个季度对所有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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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金融理财及相关的损益

情况。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受托人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投

资收益

（万元） （万元）

1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6.10.21 2017.10.20 5000 174.52

2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7.7.17 2018.7.16

未到期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

州越州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型

8000 2017.7.24 2018.7.23

未到期

4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7.7.26 2018.7.25

未到期

5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0 2017.9.12 2018.9.12

未到期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嵊州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型

2000 2017.9.12 2017.10.12 2000 7.29

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9.11 2018.3.13

未到期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新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8000 2017.9.12 2018.9.12

未到期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型

5000 2017.9.12 2018.3.12

未到期

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否

保本固定收

益型

8000 2017.9.12 2018.8.13

未到期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7.10.18 2018.1.18

未到期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10.24 2018.10.23

未到期

13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6.8.30 2017.9.13 3000 107.47

14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6.9.6 2017.9.20 3000 107.47

15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6.9.23 2017.9.21 5000 174.04

16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6.9.23 2017.9.21 5000 174.04

1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 2016.11.21 2016.12.8 500 0.64

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6000 2016.12.5 2017.5.10 6000 84.62

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6.12.12 2017.7.12 2000 40.66

2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1.6 2017.7.5 5000 87.53

21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7.1.26 2018.1.24

未到期

2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7.3.6 2017.9.1 3000 55.17

2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7.7 2018.7.5

未到期

24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7.14 2018.7.13

未到期

25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7.7.26 2018.7.25

未到期

2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小

微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8.14 2017.11.13 5000 49.93

27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8.25 2018.8.23

未到期

2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小

微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7.8.28 2017.10.12 2000 6.16

2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小

微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 2017.8.29 2017.9.13 500 0.51

3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小

微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 2017.8.30 2017.9.27 500 0.96

3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小

微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500 2017.9.5 2017.10.17 1500 5.35

3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7.9.5 2018.3.5

未到期

33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2017.9.12 2018.9.11

未到期

3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嵊州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型

8000 2017.9.12 2018.3.14

未到期

3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小

微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0 2017.9.12 2017.12.11

未到期

36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否 保证收益型

10000 2017.9.13 2018.3.12

未到期

3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型

5000 2017.9.14 2017.12.13

未到期

3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

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9.22 2018.9.20

未到期

3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 2017.11.9 2017.11.21

未到期

4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

无 否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7.11.17 2018.5.17

未到期

合计

208000 49000 1076.36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15.9亿元（其中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7亿元，使用自有资金9.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38100.77

万元的66.78%。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华夏银行企业客户慧盈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及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27� � � �证券简称：一汽夏利 公告编号：2017-临055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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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拟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7

年9月8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7年9月8日、9月15日、9月22日、9月29日、10月13日、10月

20日、10月27日、11月3日、11月10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7-临037）、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39号）、《关于重大事项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2017-临040号）、《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41号）、《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43号）、《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45号）、《关于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46号）、《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51

号）、《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临053号）。

2017年11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

告》（2017-临052）， 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一汽股份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

公司394,537,58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73%。 目前该事项正处于公开征集期内。

在本次公开征集期内，一汽股份能否征集到意向受让方、能否确定最终受让方并获得国

务院国资委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消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300051� � � �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7-127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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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龚少晖先生的通知，获悉龚少晖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票进行了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龚少晖 是

13,000,000

股

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深圳市中小企

业信用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

司

9.38%

个人融

资

合计

- 13,000,000

股

- - - 9.38%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龚少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8,530,5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66%，此

次股份质押后其累计质押股份114,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10%，占其本人持有公司总

股数的82.58%。

2、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龚少晖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72� � � � �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17-100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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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进行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解除质押日期 原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上峰控股 是

5,500,000 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17

年

2

月

20

日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2.09%

合计

- 5,500,000 - - - 2.09%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813,619,871股，上峰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62,566,4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7%；上峰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146,770,000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5.90%，占公司总股本的18.04%。

三、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