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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增持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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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日披露

了《关于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公司总经

理周凡卜先生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 增持公司股票 200�万股， 承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

个月内完成。截至目前，周凡卜先生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公司总经理周凡卜先生

2、增持目的：此增持计划不以个人获利为目的，旨在提振投资者信心，以实

际行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3、拟增持股份数量及方式：计划通过二级市场（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200�万股。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5、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

6、承诺事项：周凡卜先生承诺本次增持实施完毕后 12�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股东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数量（股）

本次增持数量占公司

总股数的比例

增持金额（万元）

周凡卜 集中竞价方式 2019年6月1日至本公告出具日 2,000,000 0.24% 1,198.60

本次增持前，周凡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实际控制的哈尔滨菲利杜

豪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0,458,2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5%；本次增持

后， 周凡卜先生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458,27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股份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

引》等的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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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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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易日盛” ）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880股，涉及人数为1人，占回购前公司总股

本262,665,557股的0.0041%，回购价格为12.43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262,665,557股变更为262,654,677股。

截止2019年6月1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及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

内容如下：

1、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东易日盛限制性股票；限制性

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东易日盛A股普通股股票。

2、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7.71万股。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72人，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4.33元/股。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7月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实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2、2016年7月1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东

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

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公司董事会被授权

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16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

授予对象人数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确

定以2016年7月18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向75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428.92万股限制性A股股票，并办理本次授予所需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

益条件的成就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对关于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发表了核查

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4、2016年8月12日，公司完成了授予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并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最终确定以2016年7月18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72名激励对

象授予共计417.71万股限制性A股股票。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8

月15日。

5、2017年3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

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对已离职激励对象李鸥先生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计10.5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

6、2017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已完成第一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58名，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7824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169%。

7、2017年9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对已离职激励对象毛智慧、王薇

等15�人（因离职3人、个人股权激励考核指标未达标及部分未达标12�人）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计45.320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本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对已离职激励对象陈飙先生、刘

春嘉女士等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计14.868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的处理。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18年8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对已

离职激励对象何健、寇强、朱海娇等28人（因离职3人、个人股权激励考核指标未

达标及部分未达标25人）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计9.2894万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19年4月18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对已离职激励对象范亮先生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计1.08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定价依据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范亮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9-028）。

2、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880股，涉及人数为1人，占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总数3,376,920股的0.3222%，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262,665,557股的0.0041%。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减少10,880股， 公司总股本将由262,665,557股变更

为262,654,677股。

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4.33

元/股（即 P0＝14.33�元/股 ），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别为

每股派现金红利0.8元、1.1元（即 V＝1.9�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12.43元/

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以调整后价格12.43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用于支

付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款总计为人民币135,238.4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公司已向范亮先生支付前述全部回购价款。

3、完成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5月15日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9】02360005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止2019年5月7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

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审验结果为：截止2019年5月7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262,654,677元，股本为人民币262,654,677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 注销事宜已于 2019年 6�月11日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将从 262,665,557股变更为262,654,677股。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62,665,557股变更为

262,654,677股。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488,924.00 4.7547% 0 10,880.00 12,478,044.00 4.750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50,176,633.00 95.2453% 0 0 250,176,633.00 95.2493%

三、股份总数 262,665,557.00 100.00% 0 10,880.00 262,654,677.00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事项完成后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本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

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回购所支付资金较

小，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仅减少1人，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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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6月10日接到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维华祥” ）

及其一致行动人赵文劼通知，获悉北京维华祥、赵文劼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

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

用途

北京维华祥 否

5,073,862 2019年6月10日 2020年6月9日

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65.8196

--

2,634,884 2019年6月10日 2020年6月9日

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34.1804

赵文劼 否 2,919,100 2019年6月10日 2020年6月9日

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 --

合计 10,627,846 -- -- -- 100.0000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维华祥、赵文劼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累计被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维华祥 7,708,746 8.3791 7,708,746 100.0000 8.3791

赵文劼 2,919,100 3.1729 2,919,100 100.0000 3.1729

合计 10,627,846 11.5520 10,627,846 100.0000 11.5520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9-4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5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5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34,429 43,509 272,442 333,601 34,033 47,719 255,304 364,213

河北长安 6,550 13,414 39,981 53,048 6,475 11,440 39,144 61,891

合肥长安 7,072 5,211 29,931 30,399 7,223 5,860 28,612 34,612

长安福特 8,398 27,699 57,133 217,781 7,418 30,366 59,015 198,617

长安马自达 7,862 16,487 49,755 78,295 9,522 15,812 51,517 78,147

江铃控股 24,133 35,372 115,443 141,146 22,616 33,462 116,471 138,182

其他 28,551 31,407 138,101 136,804 26,210 29,246 133,490 143,261

合计 116,995 173,099 702,786 991,074 113,497 173,905 683,553 1,018,923

注：①上述销量数据为快报数，未经过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

有待最终确认。

②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③新能源汽车本月销量4,473辆,本年累计销量17,668辆。

④长安福特本月零售销量为19,027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股票代码：300015� � � �股票简称：爱尔眼科 公告编号：2019-052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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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周洁、虞晓燕、张晓旭、朱厚梅、赵伟然等55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其已不具备激励

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同意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但未解锁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582,965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22,247

股，回购价格为4.41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60,718股，回购价格为

5.24元/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同日公司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实施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82,965股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随之发生变动，注册资本将减少582,965元。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

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9-04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华素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和GSP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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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近日，海南华素医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素，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持股10%；四环

医药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0%】 收到由海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

品GSP证书》），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二、《药品经营许可证》主要信息

证号：琼AA8980381

企业名称：海南华素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大厦0305室

经营方式：批发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

品（以上不包含冷藏、冷冻药品）

有效期：2024年6月4日

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品GSP证书》）

证号：A-HN19-015

企业名称：海南华素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大厦0305室

认证范围：批发

有效期：2024年6月4日

海南华素再次通过认证，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药品GSP证书》)，说明其药品批发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将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经营及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备查文件：

1、《药品经营许可证》

2、《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药品GSP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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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2019年6月1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

过12个月。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696万元。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

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黎慕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

过12个月，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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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2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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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相关事宜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8号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7,084,126股，发行价格为12.60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845,259,987.60元，扣除总发行费用25,207,547.18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820,052,440.42元，相关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

年2月3日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610027号）审验。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截至2019年6月10日募集资金已投资金

额

汽车电控制动系统建设项目 26,658 26,658 18,962.61

汽车底盘模块化基地建设项目 21,022 21,022 14,739.85

车联网、无线充电技术及高级驾驶员辅助系

统（ADAS）研发项目

10,346 10,346 2,354.85

补充流动资金 24,000 23,979.24 23,981.84

合计 82,026 82,005.24 60,039.15

截止2019年6月10日，募集资金余额22,674.22万元。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14,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19年6月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14,5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本次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

仍有部分募集资金暂时闲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

进经营业务发展，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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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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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696万元。

为确保按时归还前述募集资金，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承诺：

1、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4、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行为，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

过12个月，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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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此次

公司运用1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

司使用1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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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万安科技通过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国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国证

钢铁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 （场内简称： 钢铁B； 交易代码：

50202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19年6月10

日，钢铁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64元，相对于当日0.497元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 溢价幅度达到33.60%。 截止2019年6月11日， 钢铁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63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钢铁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钢铁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钢

铁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鹏华钢铁分级份额（场内简称：钢铁分

级，场内代码：502023）参考净值和鹏华钢铁A份额（场内简称：钢铁A，场内代

码：502024）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钢铁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

担的风险也较高。 钢铁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

风险。

2、钢铁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

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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