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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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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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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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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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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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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情况

近日，子公司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富供应链” ）及其子

公司贵州年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年富” ）及宁波东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 /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

的仲裁通知和应诉通知书，具体说明如下：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

申请人

被起诉方 /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本金 /

仲裁本金

目前进展

1 SHEN�DX20180753

深圳国际仲裁院 /华南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

贵州世纪宏图科

技有限公司

贵州年富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年富供应链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1,431,524.15元 尚未开庭

2

（2018）粤 0303民

初 15372号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

有限公司、深圳富裕

控股有限公司、深圳

市年富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李文国、宁

波东力股份有限公

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21,000,000元 尚未开庭

3

（2018）黔 0303民

初 6536号

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贵州遵义汇川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贵州年富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年富供应链有限公

司、贵州新蒲经济开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11,632,786.10元 尚未开庭

4 SHEN�DF20180808

深圳国际仲裁院 /华南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

上海威亮商贸有

限公司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00,000元 尚未开庭

5

（2018）粤 03民初

3126号、3127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

有限公司、宁波东力

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200,000,000元和 182,469,

511元

尚未开庭

二、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一：

申请人：贵州世纪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贵州年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国际仲裁院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贵州年富法定代表人杨战武涉嫌

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供

应链服务协议》和《代理进口协议》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贵州年富收到仲裁材料，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 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一支付出口退税余额 143.15 万元及相关费

用；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二承担连带支付义务。

案件二：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一：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富裕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年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四：李文国

被告五：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

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一足额交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 2,100 万元；原告要求

被告二、三、四、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三：

原告：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贵州年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三：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审理：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贵州年富法定代表人杨战武涉嫌

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

同》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贵州年富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一偿还借款余额 1,163.28 万元及利息；原告要求被

告二、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四：

申请人：上海威亮商贸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国际仲裁院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

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经销协议》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仲裁材料，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退还订货款 50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

案件五：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一：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二：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 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

捕，且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执行困

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 20,000 万元；原告要求被告一偿还

借款本金及承兑汇票保证金 18,246.95万元；原告要求被告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未收到其他司法

机关送达的传票、起诉状、仲裁通知等诉讼、仲裁材料。

其中已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

申请人

被起诉方 /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本金 /

仲裁本金

目前进展

1

（2018）粤 0305民

初 14866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泰衡诺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8,223,999.95元 撤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前述案件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但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仲裁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

或裁决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依法按照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

况，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SHEN� DX20180753 号案仲裁通知

2、（2018）粤 0303 民初 15372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3、（2018）黔 0303 民初 6536 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4、SHEN� DF20180808号案仲裁通知

5、（2018）粤 03 民初 3126 号、3127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6、（2018）粤 0305民初 14866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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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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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8年 11月 1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核意见：本次以 7,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

少财务费用，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维护公司与股东的利益；同意以 7,000 万元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个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526� �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8－087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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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衢州清泰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技改项目

●投资金额：9,874.32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项目尚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衢州市清泰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清泰” ）将原一期 1.44 万吨 / 天的污水处理装

置提标扩容至 2.74万吨 / 天，并新增 4.18 万吨 / 天总氮处理系统。项目完成后，衢州

清泰总污水处理能力由 2.88 万吨 / 天提升至 4.18 万吨 / 天，主要用于处理衢州市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内企业的工业废水。本次扩容技改工程利用现有空地进行建设，不另

新征土地，预计总投资为 9,874.32万元。

（二）上述投资项目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

程》关于董事会权限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需经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三）上述投资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项目投资由衢州清泰负责组织实施。

企业名称：衢州市清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厂六路 15号 3幢

法定代表人：孙法文

注册资本：16,500万元

经营范围：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具体类别详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医疗废物 2000T/ 年（无害化集中处置）（凭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经

营）；环保设备销售；环保工程技术咨询；环保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环境污染防治工

程专项设计（水污染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总承包（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危

险废物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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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清泰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及固体废物、污水处理业务。经审

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衢州清泰资产总额 48,468.39 万元，资产净额 20,853.99

万元；2017年度，衢州清泰实现营业收入 9,745.05万元、净利润 607.59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衢州市高新技术园区发展需求、污水排放标准，及对社会效益、技术工艺、投

资经济性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本公司同意衢州清泰将原一期 1.44 万吨 / 天的污水处

理装置提标扩容至 2.74 万吨 / 天，并新增 4.18 万吨 / 天总氮处理系统。项目完成后，

衢州清泰总污水处理能力由 2.88 万吨 / 天提升至 4.18 万吨 / 天，主要用于处理衢州

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企业的工业废水。

本次扩容技改工程利用现有空地进行建设，不另新征土地，建设期一年，预计总

投资为 9,874.32万元，其中：2,983.16万元为自有资金，占比 30.21％，其余申请银行贷

款。

本次投资项目已经衢州市经信委预核准。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可以增强衢州清泰的运营与盈利能力， 并兼具良好的社会

效益。该项目尚处于筹建阶段，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投资项目投产后客户含巨化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非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新增关联交易。交易各方将

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履行决策、执

行、信息披露等程序，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投资项目投产后不会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尚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因素。衢州清泰将按

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积极上报相关材料，力争早日拿到相关批准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526� � �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8－086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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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及存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证监许可

［2013］80号《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3,444,725 股，发行价 11.85 元／股，共募集资金 751,819,

991.25元，减除发行费用 19,035,142.8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32,784,848.40 元（2013

年 3 月 19 日到账，存储情况见“表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验证

了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并出具天健验〔2013〕50号《验资报告》。

表一：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存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项目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1

大型燃煤锅炉微细粉尘减排技术

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

行

1211024029245247019 460,084,848.40

2

除尘设备配套高频电源及节能控

制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310010010120100551731 90,330,000.00

3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

行

577902839710118 62,370,000.0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

行

7332510182600057686 120,000,000.00

合计 732,784,848.40

截止目前， 除按规定补充流动资金、 注销部分账户转出余额和已使用的募集资

金，其余募集资金均存放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内。

2、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 12月 18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经审议，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将 9,

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000 万元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银行专户， 并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8年 11月 17日披露的公告临 2018－084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归

还募集资金公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符合相关规定。

截止 2018年 11月 19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详见“表二” 。

表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注 1) 已累计投资金额

投入进度

（％）

账户余额（注 2）

1

大型燃煤锅炉微细粉尘减排技术

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398,032,550.34 300,444,423.81 75.48 99,261,203.87

2

除尘设备配套高频电源及节能控

制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7,240,251.02 7,240,251.02 100.00 0(销户，注 3）

3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项目

62,370,000.00 63,569,628.65 101.92 64,319.32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00.00 0(销户,注 4）

合计 587,642,801.36 491,254,303.48 - 99,325,523.19

注 1：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5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大型燃煤锅炉微细粉尘减排技术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 和“除尘设备配套高频电源及节能控制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剩余

募集资金 146,225,359.83 元变更用途，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处“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指已扣除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详见于 2016年 4月 19日披露的公

告临 2016-021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的公告》。

注 2：“存储余额” 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不包括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一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46,225,359.83元，不包括注销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专户转出的存储余额。

注 3：详见于 2017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公告临 2017-004 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注 4：详见于 2016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公告 2016-001 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促进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在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要求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根据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及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及时、足额地归还上述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

五、 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

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相关监管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监事会意见

本次以 7,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

用，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维护公司与股东的利益；同意以 7,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3、保荐机构意见

菲达环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菲达环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金。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国泰君安同意菲达环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526� �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8－085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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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 2018年 11月 14日以 E-mail等形式发出通知， 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公告临 2018-086 号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 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衢州清泰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技改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公告临 2018-087 号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

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 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8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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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66,606,8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2.99%� ；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0名；

3、本次限售股份起始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23 日，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

日为 2018年 11月 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具体情况如下：

经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1、核准时间：201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宁波天

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2015]2417号文核准）。

2、股份登记时间：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发行新股数量为 80,

789,941股。

3、锁定期安排：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3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1、2016年 5月 3日，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00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2.00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89,399,941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636,679,870股。

2、 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向认购对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10.85元 /股，发行股数为 136,405,529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773,085,399股。

3、2018 年 5 月 21 日， 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73,085,3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 股。本次分红前本公

司总股本为 773,085,399股，分红后总股本增 1,159,628,098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十名投资者均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

（包含上述股份转增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截至本公

告日，十名投资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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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66,606,8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22.99%� ；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0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张邦辉 215,215,438 118,491,918

2 吴天星 71,095,151 71,095,151

3 陈能兴 35,547,574 35,547,574

4 张雷 15,877,917 15,877,917

5 胡来根 14,811,489 14,811,489

6 田萍 5,924,595 5,924,595

7 程国浩 1,777,377 1,777,377

8 王韦 1,184,918 1,184,918

9 陆裕肖 1,184,917 1,184,917

10 傅衍 710,949 710,949

合计 363,330,325 266,606,805

5、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上市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67,743,475 31.71% -266,606,805 101,136,670 8.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791,884,623 68.29% 266,606,805 1,058,491,428 91.28%

股份总数 1,159,628,098 100% -- 1,159,628,098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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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

做的承诺；本次限售股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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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40� � �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0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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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76,012,3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090 号文核准，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向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中

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项洪伟、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福海等 9 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230,529,5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共募集资金 1,479,999,39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870,524.62 元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为 1,467,128,865.38�元。 上述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1,040,000,000 股增加至 1,270,529,500 股。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长周福海先生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其他 8 名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如

遇非交易日顺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270,529,5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551,546,5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

生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中车金证投资有

限公司、兴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项

洪伟、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等 8 位发行对象。该 8 位发行对象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事项如下：本人认购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

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76,012,3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5%。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8 名，证券账户总数为 14 户。

4、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 湖北国资运营东湖定增

1号私募投资基金

19,626,168 19,626,168 无

2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20,249,221 20,249,221 无

3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银基金－浦发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云溪 16号事

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364,485 23,364,485 无

4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9,252,336 39,252,336 无

5 项洪伟 项洪伟 54,517,133 54,517,133

质押股数 49,110,

000股

6 财通基金管理限公司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上海通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智

远定增 I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36,448 2,336,448 无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90,343 1,090,343 无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锦和定增分级 16号资产管理计划 334,891 334,891 无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云信富春 7 号单

一资金信托

7,788,162 7,788,162 无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定增 17号资产管理计划 288,162 288,162 无

7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智远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3,115,265 3,115,265 无

兴证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109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934,579 934,579 无

兴证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110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557,632 1,557,632 无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杭州同善合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57,541 1,557,541 无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51,546,503 43.41 -176,012,366 375,534,137 29.56

高管锁定股 321,017,003 25.27 0 321,017,003 25.27

首发后限售股 230,529,500 18.14 -176,012,366 54,517,134 4.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8,982,997 56.59 176,012,366 894,995,363 70.44

三、总股本 1,270,529,500 100 0 1,270,529,500 1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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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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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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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5� �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18—042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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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 一 019）， 公司监事李丽洁

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24,40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5%），计划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01%。

公司 2018 年 11 月 16 日收到李丽洁女士出具的 《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

毕的告知函》，截止目前，李丽洁女士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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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李丽洁女士减持股

份计划的实施情况披露如下：

一、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李丽洁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11月 16日 14元 2.4 0.01%

合 计 - - 2.4 0.01%

注：减持比例为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李丽洁女士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公司实施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所获得的股份，本次减持价格为 14�元 /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丽洁

合计持有股份 12.4402 0.0529% 10.0402 0.04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101 0.0132% 0.7101 0.00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9.3301 0.0397% 9.3301 0.0397%

二、 其他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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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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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亦不存在违

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李丽洁女士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3、截至本公告日，李丽洁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李丽洁女士减持公

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5、李丽洁女士没有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有关承诺。

三、 备查文件

李丽洁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5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 � � �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保证向浙江伟星实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截止 2018 年 11 月 18 日，控股股东伟星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115,

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7%），增持金额 46,119,784.42元。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主体：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

3、增持比例：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4、增持期限：自 2018年 8月 18日起未来 6个月内。

5、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等）。

7、前六个月的减持情况：本次公告前六个月伟星集团未曾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二、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伟星集团通知，其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8 日，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115,5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7%），增持金额 46,119,784.42元。

本次增持前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章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308,175,6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655%。本次增持后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

有公司股份 314,291,1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62%。

三、后续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将继续按照公司于 2018年 8月 18日披露的增持

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3、伟星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承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增持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伟星股份股票，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切实配合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