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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9-020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重要事项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李增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利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利利声明：保证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上年同期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864,795,423.33

1,637,681,518.18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3,850,711.82

156,596,467.03

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165,648,634.38

147,361,562.82

1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3,867,026.67

385,100,287.18

-31.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16

12.50%

3.22%

3.32%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383,880,963.46

11,346,821,216.53

0.33%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5,488,112,080.09

5,307,856,043.37

3.40%

□ 适用 √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31,965.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399,949.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9,549.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97,88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267,571.59

合计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如有）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3%

104,461,053

杭州商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21,728,088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14,806,155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13,283,33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1%

10,664,700

履行情
况

承诺期限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0.03

----

0.26

-0.03

0.23

-0.03

-0.03

5.63%

-0.83%

-0.83%

上年度末

----

调整后

调整后

元）
总资产（

6,275,887,866.19

6,050,960,827.09

6,062,507,643.98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06,457,160.71

2,825,706,479.47

2,837,253,296.36

9.49%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持有的万华化学股份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 2017年8月14 2020年8月13
日
日
行转让。

中国华
融资产
管理股
份有限
公司

股份减持承诺

承诺在本公司完成上市并在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
的限售期满后，在国家有关债转股股权减持政策
以及国有金融机构转让上市公司股权有关政策
2010年6月10
允许的条件下，根据证券交易的相关政策法规的 日
规定，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直至持股比例降
低至7%的范围内。

杭州制
氧机集
团有限
公司

1、杭氧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
形式从事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
动。 2、杭氧集团在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事实改
变前，杭氧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本公司及其控
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关于同业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形式支 2010年6月10
关联交易、资金
持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本公司
日
占用方面的承诺
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以其他形
式介入（
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本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在经本公司同意并履
行必要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杭氧集团投资参股本
公司控制的企业的情形除外。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 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
杭州制
氧机集
团有限
公司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524,754,485

-122,113,025.0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单位：股

持股数量

承诺时间

股改承诺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54.40%

-122,113,025.04

调整前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持股比例

----

-183,751,953.77

本报告期末

数量

13,283,333

正常履
行中

当期损益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股东性质

-24,279,78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国有法人

-24,279,789.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0.00%

23,325,067.1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适用 □ 不适用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33.65%

-22,651,523.19

事项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23,606

633,731,084.42

-22,651,523.19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8,202,077.4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3,731,084.42

168,148,850.17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 适用 □ 不适用
正常履
行中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8,356.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493,084.24

债务重组损益

297,395.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正常履
行中

说明

-257,140.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9,024,902.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588,777.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97,325.88

合计

144,823,783.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其他
宏观对冲9号资产管理计划

0.75%

7,206,527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其他
宏观对冲10号基金

0.64%

6,167,036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是
行

□ 适用 √ 不适用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
不适用
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
计划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其他
宏观对冲12号私募基金

0.50%

4,827,246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其他
宏观对冲11号私募基金

0.50%

4,800,961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511,471,152 人民币普通股

511,471,15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104,461,053

21,728,088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088

□ 适用 √ 不适用

14,806,155 人民币普通股

14,806,155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283,333 人民币普通股

13,283,333

□ 适用 √ 不适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6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4,700

7,206,527 人民币普通股

7,206,527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宏观对冲12号私募基金

4,827,246 人民币普通股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宏观对冲11号私募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4,800,961 人民币普通股

6,167,036
4,827,246
4,800,961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他们之间不
存在关联联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名称

□ 适用 √ 不适用

--

自有资
金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0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 适用 √ 不适用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汪艳

境内自然人

0.60%

3,917,898

0

□ 适用 √ 不适用

查根楼

境内自然人

0.56%

3,671,200

0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刘恋玛

境内自然人

0.49%

3,202,555

0

刘芸

境内自然人

0.49%

3,171,350

0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汯格致精
一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46%

3,000,000

0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0 质押

数量

0

78,000,000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群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安徽省分行合肥管理部总经理、 渠道管理部总经理；2017年8月至2019年4月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编号：临2019-049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

分行公司金融事业部副总裁兼零售金融事业部副总裁；现任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丁学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不存在其他上海证券交易
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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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600318

持有的限售股股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
股）
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1

110,791,366

110,791,366

7.59%

质押冻结股数
（
股）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黄继立先生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公司董事黄继立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2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2号员工持股计划

66,752,862

66,752,862

4.57%

787号）核准，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6年向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中加基金－杭州

3

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359,712

50,359,712

3.45%

50,359,712

银行－中加科兴国盛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2号员工持股计划、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

4

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0,359,712

50,359,712

3.45%

16,800,000

5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8,360,469

28,360,469

1.94%

306,624,121

306,624,121

21.01%

合计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编号：临2019-048

一、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事项

1、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理有限公司、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紫光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5,586,743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9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836,

期末账
面价值

1998年10月28日

0.86%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67,159,712

注： 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50,359,712股股份中有50,359,712股股份处于质押
状态， 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50,359,712股股份中有16,800,000股股份处于质押状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黄继立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补选董事，黄继立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补选出新任董事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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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

为保障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董事前，黄继立先生将继续履行公司董事责任。
公司对黄继立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 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经营决策做出的贡献表示

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吴昊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态，上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在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
衷心感谢！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2018年7月5日，公司实施完成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017年末公司总股本1,
042,303,162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416,921,264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

本次变动前

股份性质

股）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本次变动数量

比例（
%）

数量（
股）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比例（
%）

1,170,712,426

80.23%

-306,624,121

864,088,305

59.22%

首发后限售股

1,170,712,426

80.23%

-306,624,121

864,088,305

59.22%

288,512,000

19.77%

+306,624,121

595,136,121

40.78%

1,459,224,426

100%

1,459,224,426

1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二、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事项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提名丁学庆先生（简历附后）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审查，丁学庆先生符合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要求。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2号员工持股计划、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

和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306,624,12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经

21.01%。

核查，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等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有关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股东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5名股东中加基金－杭州银行－中加科兴国盛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紫光股份有

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
荐机构对紫光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通的情形。

特此公告。

2、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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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

董 事 会

形。

2019年4月26日

公告编号：2019-029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黄继立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低人数，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补选董事，黄继立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补选出新任董事后生效。 为

会届满之日止。

保障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董事前，黄继立先生将继续履行公司董事责任。
公司对黄继立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 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经营决策做出的贡献表示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衷心感谢！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依照有关规定，经资格审查后，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提名丁学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2019年4月26日

事候选人，丁学庆先生符合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要求，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附：

满之日止。

丁学庆先生简历：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丁学庆，男，汉族，1968年2月出生，安徽蒙城人，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济师。 1988年7月起历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分行科员、副科长、风险部主任、歙县支行行长、宣城分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黄山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安徽省分行业务部副总经理，滁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2019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188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2019-031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度第一、二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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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收回该笔理财产品本金1,500万元及收益144,246.58元，并于2019年4月23日全额转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限公司（“
大公国际” ）对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和 2014 年 3 月 3 日分别发行的 2012 年度第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情况：
公司名称

公告编号

签约方

产品
类型

投资金额（
万
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

1

公司

2018-075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本金100%保证

5,000

2018/10/23

2019/10/23

2.1/4.6

2

东源检测

2018-078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本金100%保证

5,000

2018/11/19

2019/05/17

1.5/4.4

2018-085

本金100%保证

7,000

2018/12/25

2019/06/25

1.82/4.4

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银行保本型、非银行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股东大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月25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2019-011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

2019/02/21

2019/05/22

3.77-3.81

2019-026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本金100%保证

5,000

2019/03/26

2019/05/27

1.5/3.7

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3

4

5

公司

公司

公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大公国际对本公司 2018年以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债务履行情况进行了信息收集和分析，并结合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出具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2019一15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池冶暂代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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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源阀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董事会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现场及通讯结合方式

2019年4月26日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
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人民币24,000万元。

附件：池冶简历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选池冶暂代公司董
事长的议案》。

特此公告。

鉴于祁玉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为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的合规和需要，董事会同意推
期限90天，收益起算日为2019年1月23日，年化收益率为3.90%，上述内容详见刊载于2019年1月25日的《中国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2019年4月25日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yanzhoucoal.com.cn）。

一、二期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 ）进行跟踪信用评级。

序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告》（大公报 SD〔2019〕026号），评级报告对兖州煤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
定，对上述公司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维持 AAA。

兖州煤业”“
本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一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
的相关规定，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十六次会议及2018年2月9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黄继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董事黄继立先生因工作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丁学庆先生为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5名，为中加基金－杭州银行－中加科兴国盛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紫光

根据上述决议，2019年1月23日，东源检测与兴业银行启东支行签订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0.00

143,545, 438,367,
0.00
327.99
347.47

143,545, 438,367, 其他资
327.99
347.47 产

其他

中加基金－杭州银行－中加科兴国盛特定资
产管理计划

协议》《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风险揭示书》，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500万元购买该结构性存款，

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序号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0.00

269,490, 168,876, 168,876,
491.01
856.46
856.46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269,490, 168,876, 168,876,
491.01
856.46
856.46

2,741,
388.51

0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5名，具体情况如下：

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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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741, 公允价
388.51 值计量

资金来
源

7,137,085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06,624,1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1%。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含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不影

万华化
学

会计核
算科目

1.09%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06,624,1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1%。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司” ）于2018年1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600309

报告期
损益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境外法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境内外
股票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 适用 √ 不适用

特别提示：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本期出
售金额

期初账
面价值

0

漏。

证券代码：002438

本期购
买金额

会计计
量模式

56,5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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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因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最初投
资成本

8.6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普通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证券简
称

国有法人

证券代码：600318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止，就其所认购的公司

证券代
码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告编号：2019－031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做出了股份限售承诺： 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证券品
种

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限公司－首期2号员工持股计划、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紫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递延所得
税负债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持有的万华化学股票价格变动所致；在建工程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
是购买设备增多所致；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预付设备、工程减少所致；应付职工薪酬
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责任制考核奖金所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有较大变
化，主要是归还借款所致；长期借款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子公司增加长期借款所致；营业收入比去年
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工商制冷及中央空调业务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
缴纳土地增值税所致；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汇兑损失减少所致；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
有较大变化，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分红款而本期未有所致；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持
有的万华化学股票价格变动而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5,390,832

机构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概述

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股8555137股，持股比例为1.31%；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7237471股，持股
比例为1.1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股7173566股，持股比例为1.10%；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7131138股，持股比例为
1.09%；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7034701股，持股比例为1.08%。 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
股股东明细跟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前表所示。

10.01%

实地调研

80.23%；无限售条件股份为288,51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77%。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

2019年01月17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459,224,42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1,170,712,4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1,350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前3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是 √ 否

总股本由1,042,303,162股增加至1,459,224,426股。

3,171,350 人民币普通股

190,337,929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股本变动情况

3,202,555

刘芸

29.15%

机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206,080,000股增加至1,042,303,162股。

3,202,555 人民币普通股

国有法人

实地调研

223,162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述股份已于2016年5月6日在

3,671,200

刘恋玛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01月09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6日。

3,917,898

3,6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接待时间

股票代码：000938

3,917,898 人民币普通股

查根楼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30,432
数（
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5,586,743

汪艳

单位：股

√ 适用 □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不适用
情况说明（
如有）

5,586,743 人民币普通股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如有)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104,461,053 人民币普通股

6,167,036 人民币普通股

7,137,08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宏观对冲10号基金

7,137,085 人民币普通股

合计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杭州商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宏观对冲9号资产管理计划

56,595,00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股权激励承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65,390,832

56,5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调整后

846,981,086.18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单位：元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适用 √ 不适用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190,337,929

65,390,832 人民币普通股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调整前

数量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股份种类

190,337,92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汯格致精一私募投资基金

√ 是 □ 否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东名称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负责人蒋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前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前进声明：保证季

公告编号：2019-02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第一节 重要提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代码：000811

池冶

男，1963年出生， 硕士。 曾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华项目总指

挥）；中国航天华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销售公司总经理；华
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

选公司董事、总裁池冶先生暂代公司董事长，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职责，直至本届董事会正式选举

公司总裁等职。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书记等

产生新董事长时止。 （简历见附件）

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