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937� � � �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5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质押股份的公告

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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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瑞

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智投资” ，瑞智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的通知，其将所持本公司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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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智投资 是

15,920,000 2019/6/10 2022/6/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2.10%

资金需求

合计

15,920,000 72.1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瑞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2,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累计质押股

份15,92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2.10%，占公司总股本的5.41%。

二、备查文件

1、《宁波瑞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告知函》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72� � �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19-06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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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进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解除质押日期 原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上峰控股 是

12,000,000 2019

年

6

月

10

日

2018

年

6

月

7

日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4.57%

合计

- 12,000,000 - - - 4.57%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813,619,871股，上峰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62,566,

9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7%；上峰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162,505,000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1.89%，占公司总股本的19.97%。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300756� � �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2019-061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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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5月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修改公司章程暨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4,000.00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8.00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000.00万股增加至

7,200.00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7,2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2019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8）、《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暨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公司已于2019年5月24日完成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近日，公司就上述增加注册资本事宜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新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82315701

2、名称：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5号

5、法定代表人：邓志毅

6、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贰佰万元

7、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0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开发：高科技娱乐产品；开发、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游艺机、游乐设

施、电子游戏机、模拟机、玻璃钢制品、电子产品；数字动漫制作，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承

接游乐场的规划、设计、安装及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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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756� � �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2019-062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并取得

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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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游乐设施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即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市金马游乐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游乐工程” ）进行增资并用于募投项目，具体方案为：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3,700.00万元对金马游乐工程进行增资， 其中3,700.00万元计入金马游乐工程注册

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金马游乐工程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700.00万元增

加至12,400.00万元。增资资金将全部用于“游乐设施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

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近日，金马游乐工程已就上述增加注册资本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新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82643084D

2、名称：中山市金马游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中山市板芙镇深湾村顺业路3号

5、法定代表人：邓志毅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肆佰万元

7、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1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承接游乐场的规划、设计、安装；开发、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游艺机、游

乐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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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中山市金马游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899� � �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2019-038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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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自有

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使用

期限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

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以及2019年5月22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的相关公告。

一、本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购买

了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万

元）

产品期限（天） 产品起息日 产品结息日

预期最高年化收

益率

资金

来源

关联

关系

共赢利率结构

26776

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

式

5,000 104 2019

年

6

月

6

日

2019

年

9

月

18

日

4.25%

闲置自有资金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主要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资产情况和经营计划决策投

资额度和投资期限，且投资品类存在浮动收益的可能，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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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

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审批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在审批核准

的投资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含本次）：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万

元）

产品期限（天） 产品起息日 产品结息日

预期最高年化收

益率

资金

来源

进展

情况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

品

5,000 92 2018

年

6

月

21

日

2018

年

9

月

21

日

4.90%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617534.25

元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

构

20600

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

5,000 32 2018

年

6

月

28

日

2018

年

7

月

30

日

4.50%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179726.03

元

共赢利率结构

21246

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产品

5,000 31 2018

年

8

月

3

日

2018

年

9

月

3

日

4.30%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165616.44

元

共赢利率结构

21691

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产品

5,000 91 2018

年

9

月

4

日

2018

年

12

月

4

日

4.70%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536027.4

元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

品

5,000 61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

12

月

11

日

3.50%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292465.75

元

渤海银行【

S181777

】号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

品

5,000 92 2018

年

12

月

20

日

2019

年

3

月

22

日

4.18%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526794.55

元

共赢利率结构

24475

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产品

5,000 94 2019

年

1

月

28

日

2019

年

5

月

2

日

4.50%

闲置自有

资金

已全部赎回。取得投

资收益

527945.21

元

共赢利率结构

26776

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产品

5,000 104 2019

年

6

月

6

日

2019

年

9

月

18

日

4.25%

闲置自有

资金

履行中

五、备查文件

1、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3779� � �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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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6月11日，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后，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20.00元/股调整为 19.91元/股。

一、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

2019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同意公司以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

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含税），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公司2018年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9年6月4日，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42），

并于2019年6月11日实施完毕权益分配事项， 以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0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

数量229,116,520股为基数（已扣除公司回购账户中的530,200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620,486.80元。

二、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于 2019年3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9�年3�月22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的预案（修订稿）》，于2019年3月26日披露了《威龙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为：2019-018）。 具体内容详见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1月1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威龙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

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02）。

截至2019年6月11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已实施完毕，而公司回购股份事项尚处

于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披露的股份回购方案中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送红股或派发现金红利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即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0.00元/股调

整为19.91元/股。

（二）回购价格上限调整的计算过程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 具体测算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为20.00元/股。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时总股本为229,646,720

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530,200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229,116,520股；公司2018年年度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上述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29,116,520×

0.09÷229,646,720≈0.0898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 （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20.00-0.0898）+0×0]÷（1+0）≈19.91元/股

三、预计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假设公司以本次计划回购资金上限6,000�万元和回购价格上限19.91�元/股的回购价格计

算，公司预计可回购3,013,561股，若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

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

）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826,843 8.20 21,840,404 9.5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10,819,877 91.80 207,806,316 90.49

合计

229,646,720 100 229,646,720 100

说明：1、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威龙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34）， 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股份数量为107,594,250股，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生变化，有限

售条件股份为18,826,84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210,819,877股，总股本未发生改变。

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3、此次除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29� � �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2019-079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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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正文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6日通过邮件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尚修磊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充分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合计不超过2000万。其中，为北京

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 为北京星网船电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 为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500万元。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

实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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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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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6月6日通过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14时在公司1

号楼9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子公司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的发

展战略。星网卫通、星网智控和星网船电等子公司的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为

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2005]120号文）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公告》 详见2019年6月1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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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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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已于2019年5月24日

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琉璃厂支行申请集团授信2000

万元，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分配方式为额度混用。其中，北京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最高可使用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北京星网船电科技有限公司最高可使用额度不超

过1000万元，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最高可使用额度不超过500万元，北京星网宇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最高使用额度不超过500万元。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的授信

事项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合计不超过2000万。其中，为北京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 为北京星网船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

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 为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500

万元。实际担保的主债权本金、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

宜。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经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星网卫通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年5月29日

法定代表人：徐烨烽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6号院1号楼3层

经营范围：生产导航、测量、控制、动中通系统产品;导航、测控、动中通系统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仪器仪表、电子设备、机械设备(不含小汽车)、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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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星网卫通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05.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47,415.10 45,387.68

负债总额

5,593.33 3,782.84

净资产

41,821.77 41,604.84

营业收入

2,169.27 5,600.49

营业利润

264.95 284.18

净利润

216.86 352.08

2、星网智控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6月1日

法定代表人：刘俊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6号院1号楼5层501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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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星网智控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05.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2,758.62 1,657.67

负债总额

1,859.87 849.14

净资产

898.75 808.53

营业收入

464.81 2,366.96

营业利润

96.47 302.06

净利润

90.22 316.31

3、星网船电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星网船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7月21日

法定代表人：迟家升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美安路甲2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船舶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外设、机械电器设备、

导航通信设备、舰船综合舰桥系统、舰船电子集成系统、无人驾驶系统、飞行控制系统、雷达

产品的生产(限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销售机械电器设备、通讯设备、船舶设备、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设;计算机系统集成;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生产、加工机电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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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星网船电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05.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29,785.13 29,445.46

负债总额

12,745.72 12,735.58

净资产

17,039.41 16,709.88

营业收入

2,894.36 17,076.58

营业利润

320.73 6,334.48

净利润

327.49 5,430.22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星网卫通、星网智控和星网船电等子公司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合计不超过2000万。其中，为北京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

1000万元，为北京星网船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为北京星

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5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星网卫通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

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

（二）星网智控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

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500万元。

（三）星网船电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

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子公司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的发

展战略。星网卫通、星网智控和星网船电等子公司的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为

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2005]120号文）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为（含本次担保）7,000万元，占最

近一期（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85,222.43万元的8.21%。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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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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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吉华集

团” ）股东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通鼎能” ）持有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27,261,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45226%，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辽通鼎能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2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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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7,261,300 5.45226% IPO

前取得：

27,261,3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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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38,700 0.14774% 2019/4/5～2019/6/4 14.52-15.224 2019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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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州辽通鼎能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超过：

5,000,000

股

不超过：

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5,

00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5,000,000

股

2019/7/3～2019/9/2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辽通鼎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自2019年7月3日至2019年9月2日。 上述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辽通鼎能减持股份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0个自然日内进行，且在连续任意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0个自然日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如兼用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则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500万股。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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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通鼎能在《吉华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吉华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公告书》中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辽通鼎能将严格履行已作出的关于吉华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股份锁定

承诺：即：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辽通鼎能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辽通鼎能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任何公司股份（根据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辽通鼎能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累计不超过上

一个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辽通鼎能名义下的公司股份数量的50%（若因公司进行权益

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辽通鼎能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减持数量相应调整）。

（3）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辽通鼎能如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具

体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以及协议转让等合法

交易方式、且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持股低于5%时除外），并在两个月内完成、并按照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或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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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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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辽通鼎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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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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