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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8-077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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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接到第四大股东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银亿” ）的通

知，并获悉以下事项：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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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西藏银亿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是

21,000,000 2018

年

5

月

23

日

2019

年

5

月

22

日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4.36%

资金

需求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西藏银亿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481,414,795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1.95%，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401,755,86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9.97%。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301� � � �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18-017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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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收到董事张晓兵先生的书面辞呈。 张晓兵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张晓兵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

作。公司将尽快按法定程序补选新任董事。

公司董事会谨向张晓兵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399� � �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4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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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日，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李玉

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3%。

● 李玉喜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 个交易日后 3 个月内（窗

口期不减持），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暨 180,000股。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李玉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720,000 0.13% IPO

前取得：

72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李玉喜

100,000 0.02%

2016/7/12～2016/7/

12

13.40-13.40

不适用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李玉喜

不超过：

180,000

股

不超过：

0.03%

2018/6/15～

2018/9/14

竞价交易减

持，不超过：

180,000

股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取得及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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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高管李玉喜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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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8-061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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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雪莱特” ）近日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通知，获悉柴国生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

行了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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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国生 是

46,600,000

2017

年

5

月

18

日

质押双方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9.09%

个人

融资

11,000,000

2018

年

5

月

17

日

质押双方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51%

补充

质押

合计 —

57,600,000

— — —

23.60%

—

2017年 5月 18日， 柴国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3,300,000 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质押期限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2）。 因

公司在 2017年 6月完成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故柴国生先生上述质押的 23,300,000 股

调整为 46,600,000股。

近日，经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柴国生先生上述质押的 46,600,000 股公司股份

办理了股份质押延期手续，并新增质押股份 11,000,000 股（本次新增质押部分不涉及新的融

资）。以上合计 57,600,000股于 2018年 5月 17日办理完毕股份质押手续，质押期限为自质押

办理完毕之日起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44,052,9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37%。 柴国生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96,760,000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0.62%，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柴国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毅先生、

柴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1,784,6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5%。 柴国生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201,710,000 股， 占三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7.05%，占公司总股本的 25.93%。

柴国生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所质押的股份目前暂不存在平仓

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的股份质押情况，如有变化，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4日

股票简称：魏桥纺织 股票代码：02698.HK

债券简称：13�魏桥 01� � � �债券代码：122276.SH

债券简称：13�魏桥 02� � � �债券代码：122337.SH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2017年度）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魏桥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魏桥纺织” 、“发行人” 或“公司” ）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 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

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

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

977 号文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3

年 10 月 23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期限为 3+2 年，到期日为 2018 年 10 月 2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6 年 10 月 23 日。 2014 年 11 月 7 日。 发行人

成功发行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

元，期限为 3+2 年，到期日为 2019 年 11 月 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7 年 11 月 7 日。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3 魏桥 01” ，债券代码为 122276。

3、发行总额：人民币 30 亿元。

4、发行日：2013 年 10 月 23 日。

5、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8 年 10 月 2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6 年 10 月 23 日。

6、本期债券余额：人民币 30 亿元。

7、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0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前 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最后 2 年固定不变。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本期债券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10、 本期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已按时支付本期债券

2017 年度利息。

11、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本期债券附第三年末投资者回售权。 2016 年 9 月 20

日，发行人发布了《“13 魏桥 01” 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权实施公告》，投资者在回售登记

期（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016 年 9 月 23 日）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

申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期债券回售情况的统计，“13

魏桥 01” 回售有效期登记数量是 0，回售金额为 0 元。 发行人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公告

了《“13 魏桥 01” 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权实施结果公告》。

12、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本期债券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 2016 年 9 月 20 日，发行人发布了《“13 魏桥 01” 公司债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行权公告》，公司决定不对 13 魏桥 01 票面利率进行上调，该期债券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7.00%固定不变。

13、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二）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债券名称：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3 魏桥 02” ，代码为 122337。

3、发行总额：人民币 30 亿元

4、发行日：2014 年 11 月 7 日

5、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11 月 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7 年 11 月 7 日。

6、本期债券余额：人民币 30 亿元

7、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5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前 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最后 2 年固定不

变。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本期债券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10、 本期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已按时支付本期债券

2016 年度利息。

11、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本期债券附第三年末投资者回售权。 2017 年 9 月 19

日，发行人发布了《“13 魏桥 02” 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权实施公告》，投资者在回售登记

期（2017 年 9 月 21 日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

申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期债券回售情况的统计，“13

魏桥 02” 回售有效期登记数量是 2,037,245 手，回售金额为 2,037,245,000 元。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告了《“13 魏桥 02” 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权实施结果公告》。

12、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本期债券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 2017 年 9 月 19 日，发行人发布了《“13 魏桥 02” 公司债券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行权公告》，公司决定不对 13 魏桥 02 票面利率进行上调，该期债券后 2 年票面利率

为 5.50%固定不变。

13、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第二节 发行人 2017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原名为“山东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11 月 25 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鲁政股字[1999]48 号），由主要发起人魏桥创业集团联合邹平县第二油棉有限责任

公司、邹平福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邹平县第五油棉厂、邹平县第六油棉有限责任公司及

自然人张士平先生共同发起。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6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204 万

元，其中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96.15%的股权。

2002 年 11 月 5 日，根据发行人 200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魏桥创业集团对发

行人追加投资人民币 32,873 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3,077 万元，其中

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98.53%的股权。

根据发行人 2002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 200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魏桥创业

集团将其持有的 21.72%发行人股权转让给张红霞、张士学等 14 名自然人，同时邹平县第

二油棉有限责任公司、邹平福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邹平县第五油棉厂及邹平县第六油棉

有限责任公司将各自持有的 0.12%发行人股权转让给魏桥创业集团。 此次股权变更后，公

司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53,077 万元，其中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77.31%的股权。

2002 年 2 月 19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发行人名称变更为“魏桥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同日取得了重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3 年 7 月 29 日签发的证监国合字 [2003]23 号文批复， 发行人获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并于发行完成后向香港联交所申请上市。 发行人于 2003 年 9 月向全球公开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数量为 287,235,5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

8.50 元。 全部境外上市外资股均以港币现金认购，并于 2003 年 9 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

易。 此次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81,800.55 万元，其中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

行人 50.16%的股权，发行人于 2003 年 12 月 29 日取得了重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证监会于 2004 年 5 月 8 日签发的证监国合字[2004]17 号文批复，发行人获准于

境外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发行人于 2004 年 6 月在香港向全球投资者增发境外上市外资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数量为 57,447,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 11.60 元。 全

部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均以港币现金认购，并于 2004 年 6 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此

次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87,545.25 万元， 其中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46.87%的股权，发行人于 2004 年 8 月 13 日取得了重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2005 年 8 月 13 日，发行人与魏桥创业集团签订资产收购及增资协议，魏桥创业集团

以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价格向发行人转让其所拥有的若干热电厂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

设备等实物资产。 作为对价，发行人向魏桥创业集团支付了人民币 29,000 万元，剩余价款

由发行人向魏桥创业集团发行 250,000,000 股内资股对价股份， 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0.84

元，发行总价为人民币 271,000 万元。此次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12,545.25

万元，其中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58.67%的股权，发行人于 2005 年 10 月 27 日取得了

重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证监会 2005 年 6 月 15 日签发的证监国合字[2005]18 号文批复，发行人再次获准

于境外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发行人于 2006 年 3 月在香港向全球投资者增发境外上市外

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数量为 68,936,5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 12.05 元。

全部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均以港币现金认购， 并于 2006 年 3 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此次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19,438.90 万元， 其中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

人 55.28%的股权，发行人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取得了重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2005 年 11 月，

孔德清等 4 人与魏桥创业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发行人共 1,874.75 万股股

份转让给魏桥创业集团，上述股权转让于 2006 年 4 月 30 日履行完毕，转让后魏桥创业集

团持有发行人 56.85%的股权。

2005 年 11 月，姜建玲等 4 人将其所持发行人共 1,872.30 万股股份转让给魏桥创业集

团，转让后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58.42%的股权。

2005 年，马桂霞等 4 人将其所持发行人共 4,111.35 万股股份转让给魏桥创业集团，转

让后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61.86%的股权。

2011 年 11 月，齐兴礼将其所持发行人 604.25 万股股份转让给魏桥创业集团，转让后

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62.37%的股权。

2013 年 12 月，张波将其所持发行人 1,293.20 万股股份转让给魏桥创业集团，转让后

魏桥创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63.45%的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魏桥纺织总股本为 1,194,389,000 股。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收入约为人民币 1,655,338.9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5.16%；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52,224.94 万元，同比下降约 47.39%。 最近两年，发行

人按产品的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产品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

） 金额 占比（

%

）

棉纺织品

1,082,774.17 65.41 1,023,678.37 71.22

电力及蒸汽

568,393.69 34.34 408,778.58 28.44

其他业务

4,171.12 0.25 4,939.06 0.34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1,655,338.98 100.00 1,437,396.01 100.00

2017 年度，发行人棉纺织品的收入占比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

度

2016

年末

/

度 增减率（

%

）

资产总额

2,854,512.93 3,179,162.97 -10.21

负债总额

1,058,601.81 1,401,089.22 -24.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793,024.92 1,771,499.45 1.22

总股本（元）

1,194,389,000 1,194,389,000 -

2017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854,512.93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21%。 其中，流动资产

为 1,613,610.29 万元， 比上年减少 12.09%； 非流动资产为 1,240,902.63 万元， 比上年减少

7.64%。

2017 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为 1,058,601.81 万元，比上年减少 24.44%。 其中，流动负债

为 944,393.61 万元，比上年增加 36.85%，主要是因为 13 魏桥 01 将于 2018 年到期，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非流动负债 114,208.20 万元，比上年减少 83.94%，主要是因为到

期偿还部分 20.37 亿元应付债券，其他 30 亿元应付债券转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

）

营业收入

1,655,338.98 1,437,396.01 15.16

营业成本

1,455,800.09 1,193,025.41 22.03

利润总额

94,485.55 151,465.75 -37.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2,224.94 99,270.55 -47.39

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655,338.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5.16%；营

业成本为人民币 1,455,800.0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03%；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94,485.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7.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人民币 52,224.94 万元，较上

年减少 47.39%。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较去年有较大下降，主要系销售成

本的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

度

2016

年末

/

度 增减率（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989.32 404,031.72 -21.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29.33 -279,443.37 92.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368.16 -202,651.25 27.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

减少

)/

增加额

143,088.76 -73,948.00 293.50

2017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6 年同期减少 21.79%；2017 年

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92.05%，主要是由于报告期

内资金往来的减少及对电厂投资的减少。2017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27.28%。2017 年度，发行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 增加额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293.5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资金往来的减少及对电厂投资的减少。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效率和控制信贷风险，发行人与控股股东魏桥创业集团执

行统一“存取转贷” 的资金和信贷管理机制，由此发生相关的短期资金调剂和关联方资金

往来。 上述短期资金往来应收余额已于发行人年报出具日前全部收回。 发行人确认，有关

日均余额，均不超过魏桥纺织总资产等财务指标的 0.1%。

（四）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末

/

度

2016

年末

/

度 增减率（

%

）

总资产（万元）

2,854,512.93 3,179,162.97 -10.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万元）

1,793,024.92 1,771,499.45 1.22

流动比率

1.71 2.66 -0.95

倍

速动比率

1.43 2.21 -0.78

倍

资产负债率

37.09% 44.07% -6.98

个百分点

项目

2017

年末

/

度

2016

年末

/

度 增减率（

%

）

营业收入（万元）

1,655,338.98 1,437,396.01 15.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2,224.94 99,270.55 -47.39

EBITDA

（万元）

268,540.76 320,709.70 -16.27

利息保障倍数

[

息税前利润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支出

+

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

2.70 3.75 -1.05

倍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现金利息支出

+

所得税付现）

/

现金利息支出

]

6.83 9.37 -2.54

倍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

（计入财务费用的

利息支出

+

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

4.97 5.93 -0.96

倍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

）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

）

100% 100% -

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一）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77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发

行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

销费用后的净款项共计 29.70 亿元，已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

为安永华明(2013)专字第 60469058_A03 号的验证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 10 月 21 日公

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 20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

公司资金状况。

（二）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77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发行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29.70 亿元， 已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

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2014)专字第 60469058_A03 号的验证报告。根据发行人 2014 年 11

月 5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

使用计划为 10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经按照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及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

金，上述两期债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第四节 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一）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0 月 23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0 月 23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向截至 2014 年 10 月 22 日登记在册的债权人支付了第

一年的债券利息。发行人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向截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登记在册的债权

人支付了第二年的债券利息；发行人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2016 年 10 月 23 日为周日，故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2016 年 10 月 24 日） 向截至 2016 年 10 月 22 日登记在册的

债权人支付了第三年的债券利息；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向截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

登记在册的债权人支付了第四年的债券利息。

（二）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2015 年 11 月 7 日为周六，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 向截至 2015 年 11 月 6 日登记在册的债权人支付了第一年的债券

利息。发行人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向截至 2016 年 11 月 6 日登记在册的债权人支付了第二

年的债券利息；发行人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向截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登记在册的债权人支

付了第三年的债券利息。

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六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大公国际” ）。 大公国际于 2013 年分别完成了对 13 魏桥 01、13 魏桥

02 的初次评级，根据《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及《魏桥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安排》，经大公国

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13 魏桥 01、13 魏桥 02 的信用等级为 AA。

大公国际将在 13 魏桥 01、13 魏桥 02 的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债券存续期内， 持续

关注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以对 13 魏桥 01、13 魏桥 02 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

评级。

在 13 魏桥 01、13 魏桥 02 存续期内， 大公国际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完成该

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

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分析结

束后下 1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大公国际的定期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结果等信息将通过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大公国际网站（www.dagongcredit.

com）予以公告。

大公国际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出具了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7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13 魏桥 01 及 13 魏桥 02 的信用等级维持 AA， 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第七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第八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未对除子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

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发行人所知，亦不存在

任何潜在的可能涉及影响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三、相关当事人

根据发行人发布的《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审计机构相关事宜的公告（以

此为准）》，2017 年 4 月 14 日，发行人董事会宣布，由于发行人未能与审计机构就聘请独

立第三方调查审计发现事宜达成一致，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辞任发

行人境内审计机构，前述辞任自 2017 年 4 月 14 日生效。同日，发行人董事会根据《魏桥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出决定，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担任发行人境内审计机构，任期至公司下届股东大会止。 除

此之外，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审计意见

根据《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2017 年为发行人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文号 XYZH/2018JNA30069。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关于可能延迟刊发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业绩相关事宜

对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

能力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就可能延迟刊发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业

绩的情况，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告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 2016 年度

全年业绩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链接如下：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2883730481139825.

pdf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告了《魏桥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人报告》公告链接如下：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2887973530776726.

pdf

（二）关于延迟发表业绩相关事宜

对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

债能力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就关于延迟发表业绩相关事宜的情况。 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告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迟发表业绩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

链接如下：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2888752532171120.

pdf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公告了《魏桥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人报告》公告链接如下：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2889778962364493.

pdf

（三）关于更换审计机构相关事宜

对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

能力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就更换审计机构的情况。 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告了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审计机构相关事宜的公告（以此为准）》，公告链接如

下：

htt 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2899084927255549.

pdf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告了《魏桥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人报告》公告链接如下：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c/2900190271510374.

pdf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报告期内无其他重大事项需予以说明。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25日

2018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遗失作废声明

我行不慎遗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

ZYD170864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原件一份。 登记内容为：杜江涛将持有的君

正集团（证券代码：

601216

）贰仟柒佰肆拾万股（

27400000

股）股份质押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质押登记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6

日。 该编号质押登记证明书原件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658� � � �证券简称: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2018-034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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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收到控股孙

公司辽宁久和畅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辽宁久和畅通 "）通知，该控股孙公司取

得了辽宁省铁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相关具体信息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辽宁久和畅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辽铁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80030号

法定代表人：姜雪峰

企业负责人：姜雪峰

经营方式：批零兼营

住所：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新城街建材城小区 E3、E4幢三好街 3号 -8

经营场所：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新城街建材城小区 E3、E4幢三好街 3号 -8 库房地址：辽宁

省铁岭市开原市新城街建材城小区 E3、E4幢三好街 3号 -8 经营范围：6801基础外科手术

器械，6802 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05 耳鼻喉科

手术器械，6806 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 （骨科） 手术器械，6812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

6813 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16 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 普通诊察

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6827 中医器械，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

部件，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6840 临床

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 （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

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 口腔科设

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介入器材。

有效期至：2023年 04月 26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控股孙公司申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获批， 体现了行业监管部门对该公司业

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认可。 该许可证取得后即可开展相关业务活动，有助于拓展公司在辽宁

地区开展医疗检验集约化业务，拓展新的营销渠道。 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

风险、行业政策风险等方面的风险因素。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509� � � �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18-060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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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8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8】渝 0110 执 208 号之三执行

裁定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中谋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永常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新中兴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东瑞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淄

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博格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盛世今来（北京）国际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南南新世纪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天河酷卡（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京畿控股有限公司、重庆汇程铝业有限公司、朱进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一案，于 2017

年 11月 10日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申请，现已审查完毕。

申请人因增资协议纠纷，于 2017年 11月 6日经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主持调解，达成如下协议：

申请人中谋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申请人重庆汇程铝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运营綦江循环创

新产业园区项目，现各方对 2017 年 3 月 20 日签订的《增资协议》第二条重新约定和补充如

下：

1、2017 年 11 月 13 日前中谋投资有限公司及另 11 家担保人连带责任支付重庆汇程铝

业有限公司指定京畿控股有限公司账户增资资金 30亿元（现金或资本产权益），其他增资事

项按增资协议履行。

2、朱进对以上资金依增资协议使用承担保证责任并在资金到位五年内以本金加计年回

报率 10％赎回该增资公益。

2017年 11月，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 0110民特 9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

申请人中谋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永常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新中兴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东瑞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淄

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博格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盛世今来（北京）国际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南南新世纪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天河酷卡（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京畿控股有限公司、重庆汇程铝业有限公司、朱进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经重庆市綦江区古南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

2018年 1月，申请人京畿控股有限公司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提请依

法强制被执行人中谋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广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永常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新中兴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东瑞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淄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博格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盛世今来（北京）国际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南南新世纪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天河酷卡（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履行【2017】渝 0110民特 997号民事裁定书义务。

2018年 2月，申请人京畿控股有限公司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提请依法裁

定追加被申请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三、判决情况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人京畿控股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中谋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市广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常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珠

海新中兴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东瑞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淄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博格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盛世今来（北京）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南南新世纪文化

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天河酷卡（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关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京畿控

股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查认为， 申请人京畿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追加被申请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

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追加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申请人、被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市綦江区

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案件公司将积极应诉，并对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六、备查文件

1、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8】渝 0110执 2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

2、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7】渝 0110民特 997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发行人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邹平经济开发区魏纺路一号）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2018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