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2018年 2 月 14 日 星期三

公告编号：2018-006

证券代码：00251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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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十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每份理财产品期限不
超过1年），该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投资主体

产品名称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
理半年增利第321期对
公02款（
区域定制）

公司

年化
收益率

认购金额
（
万元）

9,000

5.20%

公司

光大银行对公“
分段计
息活期盈”

4,000

约@4.50%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
理150天增利第 324期
对公款

5,000

5.10%

产品期限

150天（
2018年2月13日
至2018年7月13日）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是否到期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1,100

已到期

2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2,800

2017年2月25日
2017-008

已到期

3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5,000

2017年2月25日
2017-008

已到期

10,100
（
超募资金）

2017年2月25日
2017-009

已到期

2,000

2017年4月14日
2017-010

已到期

1

4

公司

公司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5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6

东莞利发爱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步步生金8699号理财
尔
计划

300

2017年4月14日
2017-010

未到期
（
已赎回100）

7

东莞普兰迪 广发银行薪满益足170312版

500

2017年4月14日
2017-010

已到期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61天增利标准第286期
对公06款

北京爱德发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天溢金对公机构A款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翠竹同益2M对公05A款

8,000

2017年4月14日
2017-010

已到期

24,700
（
超募资金）

2017年4月14日
2017-011

已到期

6,000

2017年6月15日
2017-027

已到期

4,000

2017年6月15日
2017-027

未到期
（
已赎回3,300）

5,000

2017年6月15日
2017-027

已到期

2017年6月15日
2017-027

已到期

公司

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1款

7,000

14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63天增利标准第289期
对公02款

14,400

2017年6月15日
2017-027

已到期

2,850
（
超募资金）

2017年6月15日
2017-028

已到期

公司

16

普兰迪
公司

18
19

23

光大银行机构理财“
半年盈”产品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半年增利第294期对公
02款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126天增利第295期对公
款

北京爱德发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季增利第296期对公款
北京爱德发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天溢金对公机构A款

24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半年增利第297期对公
02款

25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季增利第298期对公02
款

26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天溢金对公机构A款

27

公司

民生银行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28
29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普兰迪

2,000

2017年7月8日
2017-030

已到期

500

2017年7月8日
2017-030

已到期

广发银行薪满益足170612版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3号

21
22

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1款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20

2017年2月25日
2017-008

理财产品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D-1款

17,400

2017年7月8日
2017-030

已到期

10,000

2017年7月22日
2017-031

已到期

8,900

2017年7月22日
2017-031

已到期

7,000

2017年7月22日
2017-031

已到期

4,000

2017年8月19日
2017-032

已到期
未到期
（
已赎回1,400）

2,000

2017年8月19日
2017-032

5,000

2017年8月19日
2017-032

已到期

14,000

2017年8月19日
2017-032

已到期

600

2017年8月19日
2017-032

已到期

10,300
（
超募资金）

2017年8月19日
2017-033

未到期

2,500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3

已到期

550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3

未到期
（
已赎回150）

广发银行“
薪满益足”天天薪

30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2,900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3

已到期

31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7,000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3

未到期

200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3

未到期

8,000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3

未到期

2,850
（
超募资金）

2017年10月20日
2017-044

未到期

32
33

普兰迪

35

广发银行“
广银安富”人民币理财计划2017年第
116期对公集合版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公司

34

民生银行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36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37

东莞利发爱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步步生金8699号理财
尔
计划

4,000

2017年11月20日
2017-050

未到期

4,000

2017年11月20日
2017-050

已到期
未到期

1,000

2017年11月20日
2017-050

38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178天增利第312期对公
款（
区域定制）

15,000

2017年11月20日
2017-050

未到期

39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126天增利第313期对公
区域定制）
02款（

7,500

2018年1月11日
2018-002

未到期

4,000

2018年1月11日
2018-002

已到期

40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

41

公司

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T 计划”机构定制产品 1

15,000

2018年1月11日
2018-002

未到期

42

公司

光大银行对公“
分段计息活期盈”

2,500

2018年1月11日
2018-002

未到期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持股总
数（
股）

类别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838,325

1.01

85,118,367

11.3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68,008,615

98.99

668,008,615

88.70

三、股份总额

674,846,940

100.00

753,126,982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截至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本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由于2018年2月19日至2018年2月
21日为法定节假日，本次限售股份解禁日期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即2018年2月22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4,178,6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82%。
（三）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为江信基金－光大银行－中航信托－中航信托·天顺
【2016】350号方正东亚江信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和北京赛德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赛德特汉江定增投资私募基金。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本次可上市流通
本次可上市流通
本次可上市流通 冻结的股
限售股份持有人 持有限售股份 本次可 上市流
股数占无限售股
股数占限售股份
股数占公司总股 份 数 量
名称
通股数（
股）
数（
股）
份总数的比例
总数的比例（
本的比例（
（
股）
％）
％）
（
％）

1

江信基金－光大
银行－中航信托－
中 航 信 托·天 顺
【
2016】350 号 方
正东亚江信基金
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27,783,902

27,783,902 32.6415

4.1592

3.6891

0

北京赛德特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赛德特汉江
定增投资私募基
金

6,394,707

6,394,707 7.5127

0.9573

0.8491

0

34,178,609

34,178,609 40.1542

5.1165

4.5382

0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人做出的
承诺：“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获配股份自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江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北京赛德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获配股份自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除上述承诺
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其他承诺。
四、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也不存在上市公司
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本次限售解禁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股份数量（
股）

本次上市后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股票简称：海洋王

占总股本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5,118,367

11.30

50,939,758

6.7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68,008,615

88.70

702,187,224

93.24

三、股份总数

753,126,982

100.00

753,126,982

100.00

六、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中关村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公告编号： 2018-00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后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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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待相关审计、 评估等工作完成后
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
国证监会"）审核批准。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议或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或者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但不排除发生以上事项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洋王；证券代码：002724）自2016年12月2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详
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5）及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9号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2017-002、2017-004）。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具体内容仍需进一步商
讨、论证和完善，相关工作无法在1个月内完成。为保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顺利进行，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2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
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停牌期间，公司于2017年2月9日、2017年2月16
日、2017年2月23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7、2017-020、2017-021）。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交易对方、
交易方式及标的资产范围等重大事项尚未最终确定， 具体方案论证及相关中介机构工作尚未
最终完成，故公司股票无法按期复牌。为保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顺利进行，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
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2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披
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停牌期间，公司
于2017年3月2日、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2017-027、2017-028）。
2017年3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于2017年3月
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暨暂不复牌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32），公司股票自2017年3月2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
于2017年3月31日、2017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2017-040），于2017年4月14日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海洋王照明科技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前持有限
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剩余
限售股份数（
股）

备注

1

王宇

33,610,001

29,683,365

5,889,954

23,793,411

注1

2

任文彬

1,805,753

1,444,602

541,726

902,876
436,870

陈靖

656,623

568,722

131,852

4

王鲲

643,552

514,842

193,066

5

李云浩

260,251

208,201

78,075

130,126

合计

36,976,180

32,419,732

6,834,673

25,585,059

3

321,776

注1：王宇为公司原董事，于2017年3月20日辞去董事职务。
注2：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本次解除限售股数的计算方法为：截至其取得本次
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满足12个月所获得的股份对价
总数×30%，可参见2016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江苏蓝丰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
第三节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
注3：本次解除限售后，上述股东减持有关股份还须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2017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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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公告编号：201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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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为合作的框架性、指导性协议，具体实施内容、操作细节等还需
根据具体的业务和项目签署正式协议，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将由具体合作业务的进展情
况决定，因具体合作业务协议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具体的业绩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
性。
一、 战略合作协议概要
日前，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日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物联"、"乙方"）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联通"、"甲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日海物联
与中国联通将围绕物联网各领域开展全面、长期的合作，充分整合双方的技术、产品、服务、
渠道资源等优势，共同研究、推进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并在物联网相关领域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董事会
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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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子公司：深圳日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日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6月8日。
3、法定代表人：彭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座1702室。
6、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7、经营范围：从事物联网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兴办物
联网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股东情况：日海通讯出资5,000万元，出资比例100%。
（二）交易对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4月21日。
3、法定代表人：王晓初。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
6、注册资本：人民币21,304,479.782769万元。
7、经营范围：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含本地无线环路业务）、公众电报
和用户电报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业务、固定网国际长途电话
业务、IP电话业务 （限Phone-Phone的电话业务）、900/1800MHz GSM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
通信业务、WCDMA 第三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TD-LTE/LTE FDD）、 卫星国际专线业务、 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 国际数据通信业务、
26GHz无线接入业务；在北京、上海、天津、河北（不含石家庄）、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哈
尔滨、江苏（不含南京）、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不含济南、青岛）、郑州、湖北（不含武
汉）、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拉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范围内经
营3.5GHz无线接入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固
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
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语音信箱业务、传真存
储转发业务、X.400电子邮件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含固定网电话信息
服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
统集成、设备生产销售、设计施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寻呼机、手
机及其配件的销售、维修；电信卡的制作、销售；客户服务；房屋租赁；编辑、出版、发行电话号
码簿。（涉及许可证或国家专项规定的，须凭许可证经营或按专项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经营项目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登记以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 16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已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进行逐项
落实及书面回复，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预案进行了修订、 补充和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43），
公司股票自201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2017年5月13日、2017年6月12日、
2017年7月12日、2017年8月11日、2017年9月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2017-070、2017-072、
2017-085、2017-091）。
2017年9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未能如期披
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原因及后续安排的议案》， 具体详见
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10月21日、2017年11月20日、2017年12月20日、2018年1月1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
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04、2017-113、2017-120、2018-002）。
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以来，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工作。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相关
协议已顺利签署，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也尚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6]17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制订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调整方案， 方案调整将涉及重新确定发行价
格等。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项，
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后续审批
及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承诺于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即2017年9月22日）起一
个月内不召开董事会调整股票发行价格，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在披露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预案后，尚未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30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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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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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8、股东情况：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交易对方说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总则：双方围绕物联网各领域开展全面、长期的合作，充分整合双方的技术、产品、
服务、渠道资源等优势，共同研究、推进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并在物联网相关领域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协议的甲方和乙方均包括各自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总公司、分公司及
关联公司。
（二）业务合作内容：
1、双方合作建设和推广中国联通物联网使能平台，将乙方的物联网云平台服务能力整合
至甲方物联网使能平台系统内，甲方为乙方的平台建设和整合提供IaaS基础设施资源及相应
的支持， 同时基于整合后的中国联通物联网使能平台能力以及现有连接管理平台能力打造
物联网垂直行业产品体系进行业务运营及销售；双方拟采用合作利益分成模式，甲方保证优
先推广乙方合作产品，乙方保证本合作模式在中国市场上的唯一性。
2、基于乙方在无线通讯模块领域的技术及市场优势，深入开展硬件行业解决方案的合
作，面向车载电子、移动办公、工业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定制推出芯片/模组级解决方案，最
大程度降低下游厂家的开发难度。
3、双方基于平台及方案能力，充分发挥彼此的品牌影响力，共同推动产业生态的建设，包
括行业产业联盟的发起等。在业务发布、市场宣传和营销活动中，在取得对方同意，可以使用
对方的名称、商标、标识等进行宣传。
（三）承诺与保证：双方遵循"真诚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原则，在产品
研发、市场开拓、业务服务等方面分工合作，全面构建具有优质客户体验价值的高标准应用
服务体系。相互承认对方在相关业务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资源保障上给予最大支持。
（四）合作方式与推进机制：双方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级机构以协议精神为原则，进一步主
动开展各项工作，并将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双方高层会议以确定合作的方针，协调重大事项
共同督促推进相关工作进程，具体合作项目将由双方另行签署具体服务/开发协议。
（五）信息保密原则：双方均应对双方的合作内容及有关数据和资料负永久保密义务。
（六）协议的期限与续签：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协议期满，经双方同意，可延期或重新签订协议。
四、 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联通是国内三大运营商之一，正在积极打造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场景所需的物联
网络，推进NB-IoT全国网络商用，加快推进eMTC商用进程。目前，中国联通已在全国数十城
市完成了NB-IoT试商用开通，全国300多城市具备快速接入NB-IoT网络的能力。同时，中国
联通也在北京、广东等多个区域已经开通了eMTC试验网，具备试商用条件。
日海物联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端到端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连通设备、云 以及移动
App，为客户和最终消费者提供安全连接、大数据分析、以及功能丰富的 用户体验，目前已在
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全球多个大洲建立基于本地化数据 中心的物联网云平台服务，服
务领域包括家用电器、楼宇控制、暖通空调、照明等各垂直行业领域。日海物联与中国联通合
作，可以借助双方在技术、产品、运营、客户、渠道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协同向客户提供一揽子
物联网解决方案，加快推进公司"云+端"的物联网战略。
五、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为合作的框架性、指导性协议，具体实施内容、操作细节等还需根据
具体的业务和项目签署正式协议，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将由具体合作业务的进展情况决
定，因具体合作业务协议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具体的业绩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六、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公告编号：临2018-006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昶昇投资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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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2724

（3）TBP Noah、上海元心、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
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承诺，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
让。
具体锁定情况详见2016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江苏蓝丰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
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第三节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
3、承诺履行情况
经审计，方舟制药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10,450.7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407.64元，完成了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详见公
司于2017年3月21日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告编号：2017-018）；上述股东亦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的承诺，截至目前未转让持有的本
公司限售股份。
4、本次解除限售的本公司6,834,673股股份均为在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时，相应股东用
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满足12个月所获得的股份对价， 对应锁定期为24个
月。
5、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本公司对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834,67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09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中国联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四、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对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2017年4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2017年4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合 计

编号：2018-00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834,67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09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2月26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11月20日核发的 《关于核准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向王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689号）文
件核准，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公司” ）向王宇发行33,610,
001股股份、向TBP Noah Medical Holdings（H.K.）Limited发行11,601,123股股份、向上海金
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5,413,857股股份、向上海元心仁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3,867,041股股份、向浙江吉胜双红投资有限公司发行3,867,041股股份、向武汉
光谷博润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2,140,020股股份、向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2,140,020股股份、向广州博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140,020股股份、向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140,020股股份、向任文彬发行1,805,753股股份、向高炅发行1,
641,636股股份、向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1,546,816股股份、向上
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546,816股股份、向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160,112股股份、向江苏昆山高特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1,160,
112股股份、向陈靖发行656,623股股份、向王鲲发行643,552股股份、向李云浩发行260,251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625,46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6年2月16日公司完成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应股份登记手
续，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2月26日。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后，公司总股本为340,086,278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承诺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舟制药” ）
2015年、2016年、2017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7,471.63万元、9,035.51万元、10,917.03万元。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如标的公司任一年度的实
际净利润低于补偿主体承诺的对应年度净利润，则补偿主体应按《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签署
时其持有的方舟制药股份比重优先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不足部分以股份方式补
偿。
2、锁定期承诺
（1）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承诺，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
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 该部分资产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认购股
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就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
王鲲中的各方各自所获锁定期为12个月的对价股份，其应按第一期20%、第二期30%、第三期
50%的节奏（按其各自所获锁定期为12个月的全部对价股份的比例计算）解除限售。即：
①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2015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
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20%；
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2016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
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30%；
③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
为准）可转让剩余50%。
（2）高炅、上海金重、浙江吉胜承诺，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 该部分资产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其余资产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
让。
证券代码：002313

公告编号：201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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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4,178,6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8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和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9 号），公司于2017年2月向江信基金－光大
银行－中航信托－中航信托·天顺【2016】350号方正东亚江信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北京赛
德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赛德特汉江定增投资私募基金及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内
的3家公司定向发行78,280,042股股票，每股面值1元。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上市日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7年2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2家认购对象——
—江信基金－光大银行－中航信托－中航信托·天顺【2016】
350号方正东亚江信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和北京赛德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赛德特汉
江定增投资私募基金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 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8年2月19日（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发行的1家认购对象——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非交易日顺延）。
（五）股本变动情况
经上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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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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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债券回购、资金 拆借等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 、货币市
场基金、债券基金、主 要投 资
方向为债券的基金专户、符合
监管要求的资 产管理 计划 等
投资工具，以及符合监管要求
的债权类资产、 权益类资产、
不含
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
风险投资）

1、投资收益支付
1.1以上理财产品均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到期一次性兑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如
有）。
1.2投资期限届满后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2、公司与民生银行及光大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3、风险提示
3.1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
进行。
3.2市场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
上升而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并不具有必然
的一致性也可能存在实际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
3.3 延期兑付风险： 如因理财计划项下资产组合变现等原因造成理财计划不能按时还本
付息，理财持有期限将相应延长。
3.4 流动性风险：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理财产品。
3.5 再投资风险：银行可能根据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
际期限短于合同约定的期限。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
益。
4、应对措施
4.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
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4.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
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
意见。
4.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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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常州金坛昶昇投资

资后，是否已就其通过金昇实业控制上市公司30%以上股份履行报告、公告义务。2)昶昇投资
增资行为和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是否符合《证券法》第九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十六条等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昇投资）转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2.申请文件显示，昶昇投资增资后，潘雪平由直接持有金昇实业51.75%股份，变为通过昶

书》（18013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昶昇投资提交的《常州金坛昶昇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昇投资直接、间接持有金昇实业15.525%、70%股份。请你公司结合昶昇投资公司章程、公司治

义务豁免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昶昇投资就如下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

理特殊安排（如有)，补充披露昶昇投资增资金昇实业前后上市公司是否同受潘雪平实际控

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制。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申请文件显示，1)2017年11月22日，（常州金坛昶昇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昶昇投
资）、（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昇实业）分别召开股东会，通过昶昇投资对
金昇实业进行增资的相关决议。2)2017年11月30日，上市公司就本次收购相关事项发布《关于

本次昶昇投资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股东结构变更的公告》。2017年12月29日， 昶昇投资通过卓郎智能的信息披露媒
体就本次收购相关事宜发布《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请你公司结合

董事会

昶昇投资通过前述增资实际取得金昇实业股份的时点和股份占比，补充披露：1)昶昇投资增

2018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2018-017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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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鼎控股"）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三鼎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33,000,000股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日2018年2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20年2
月14日。上述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6%。
截止本公告日，三鼎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337,52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2%。本次股
票质押后，三鼎控股质押股票合计291,540,000股，质押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86.38%，占公司总股本的35%。
上述股权质押所获得资金主要用于补充三鼎控股的流动资金，其质押融资 的还款来源包
括控股股东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三鼎控股具备 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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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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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六合"）通知，近日华信六合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华信六合分别于2018年2月9日、2月12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10万股、471
万股（合计1,181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7%）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其中，710万股的购回交易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179万股的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9年11月22日；217万股的购回交易日期为2019年11月28日；75万股的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9年12月12日。
截至本公告日，华信六合持有本公司股份877,984,57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88%；进
行上述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792,62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90.28%，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11.63%。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