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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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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股东盛雅莉

女士（董事）及吴学东先生（董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1,090,561股,约占公司总股本17.23%；

一致行动人肖蜀岩女士、吴志道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03,25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由于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盛雅莉女士（董事）及吴学东先生（董事）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增加了32,436,225股，持有股份由81,090,561股增至113,526,786股；一致行动人肖

蜀岩女士、吴志道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了321,300股，持有股份由803,250股增至1,124,

550股；公司总股本由470,626,000股增至658,876,400股。)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9日披露了《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详见公告：2019-045）。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盛雅莉女士（董事）

及吴学东先生（董事）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5,650,800股，约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8576%；一致行动人肖蜀岩女士、吴志道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88,90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5%。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的减

持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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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雅莉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51,112,169 10.86% IPO前取得：51,112,169股

吴学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9,978,392 6.37% IPO前取得：29,978,392股

肖蜀岩 5%以下股东 665,550 0.14% IPO前取得：665,550股

吴志道 5%以下股东 137,700 0.03% IPO前取得：137,7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盛雅莉 51,112,169 10.86% 控股股东

吴学东 29,978,392 6.37% 控股股东，盛雅莉的大儿子

肖蜀岩 665,550 0.14% 盛雅莉的三儿媳

吴志道 137,700 0.03% 盛雅莉的二妹夫

合计 81,893,811 17.40% 一

注：上述股份数为资本公积金转增前的情况，由于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

盛雅莉女士股份增加了20,444,868股，持有股份由51,112,169股增至71,557,037股；吴学东先生

股份增加了11,991,357股，持有股份由29,978,392股增至41,969,749股；肖蜀岩女士股份增加了

266,220股，持有股份由665,550股增至931,770股；吴志道先生股份增加了55,080股，持有股份

由137,700股增至192,780股。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盛雅莉 5,020,000 0.7619%

2019/4/30～

2019/5/14

大宗交易

33.83-33.8

8

169,839,600 66,537,037 10.0986%

吴学东 630,800 0.0957%

2019/6/12～

2019/6/13

大宗交易

36.98-37.0

6

23,335,208 41,338,949 6.2742%

肖蜀岩 88,900 0.0135%

2019/5/31～

2019/6/12

集中竞价交

易

40.085-40.

15

3,565,377 842,870 0.127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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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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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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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减持

股份的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

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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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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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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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5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5

次会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6日、2014年12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情况

2015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234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3,019,853股新股。

公司向华仪集团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万

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华盛十五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10名特定对象， 以9.57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233,019,853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9,486,14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5%，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限售期为36个月，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月2日（原上市流通日为

2018年12月29日，因为非交易日，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到2019年1月2日），存续期限为48个月

（即2015年12月29日至2019年12月29日）。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票出售完毕情况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决定，对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出售。截至2019年6月14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共计9,486,145股已全部出售完毕， 成交数量为9,486,145股， 占公司当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25%，成交均价为5.10元/股。根据《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将进

行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经与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信

基金” ）协商一致，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6月19日

起，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植信基金为代销机构，详情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724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727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110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111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新兴健康产业主题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119

二、重要提示

1、本次所开通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植信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

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

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zhixin-inv.com

客服电话：4006-802-123

2、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swsmu.com

客服电话：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021-962299

四、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截至2019年6月15日， 本公司管理的各开放式基金所有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

的《代销机构代销情况表》进行查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投、转换等相关业

务。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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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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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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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雁塔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雁塔科技”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沪

证监决[2019]� 66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上海雁塔科技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决定书全文如下：

“上海雁塔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0日,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MA1GOHWJ91)通过上海延华智能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华智能” )发布增持公告称,拟自2018年2月12日起的未

来9个月内增持延华智能股份不低于延华智能总股本的5%,不高于延华智能总股本的11%。但

你公司在上述期间未增持延华智能股份。

2018年11月6日,你公司通过延华智能发布延期实施暨调整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关于你

公司延期实施暨调整增持延华智能股份计划的议案,经延华智能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根据调整后的增持方案,你公司计划于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5月22日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直接增持、一致行动人增持或通过控制SPV等方式间接增持延华

智能5%-11%的股份。2019年5月8日, 你公司通过延华智能发布增持计划替代方案的公告。关

于你公司增持延华智能股份计划替代方案的议案,经延华智能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未获

通过,且截至2019年5月22日,你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合计仅增持延华智能

0.05%的股份。上述行为构成《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 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354� � � �证券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2019-033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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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6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6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石金星先生已提出辞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同

意提名魏彦珩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独立董事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全面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及五年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瓜州棉花分公司（以下简称“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 ）风险管控、提高管理效率和运

营效率，公司拟将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注销并设立全资子公司。

1、公司注销分公司及新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基本情况

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30日， 2013--2014年与敦煌种业瓜州种子公

司合并完成整合，目前在册职工44人，主要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

（2）新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注销瓜州棉花分公司全部人员、业务及资产为基础设立子公司，新设子公司由敦

煌种业独资设立，以资产出资+现金认缴出资形式完成，总出资额不超过2,000万元

公司名称：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万元（资产出资602.44万元，现金认缴出资1,397.56万元，以2019年5月31日

瓜州棉花分公司账面资产为基准确定出资资产额）。

（4）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野生植物园西侧（瓜州棉花公司现有办公地点）。

（5）经营范围：棉花的收购、加工、储藏、销售；小麦、大麦、棉花、瓜菜、花卉、向日葵种子生

产；小麦、棉花、油葵、瓜菜、花卉种子的批发、零售、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以许可证为准）；化

肥、地膜的销售；其它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原粮除外）；棉油、面饼、棉壳的加工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2、新设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注销分公司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明晰权责，控制

风险，更好地开展对外合作经营，提高运营效率。

上述注销瓜州棉花分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经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

层实施，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及现金认缴出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甘肃省敦煌种业作物种子研究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及五年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加快公司商业化育种进程及新品种市

场化经营，公司拟以资产出资+现金认缴出资不超过2,000万元投资设立“甘肃省敦煌种业作物

种子研究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基本情况

（1）新设方案

以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以下简称“敦煌种业研究院” ）东北、华北、

黄淮海、海南三亚育种站业务及研究院部分资产为基础，投资新设子公司，新设子公司由敦煌

种业独资设立，以资产出资+现金认缴出资形式完成，总出资额不超过2,000万元。

新设子公司业务、资产以酒泉以外的东华北、黄淮海、海南三亚育种站为主，敦煌种业研究

院业务、资产以原研究院酒泉境内的各部门、西北育种站为主，原研究院不予注销。

（2）新设子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甘肃省敦煌种业作物种子研究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万元（资产出资约1,000万元，现金认缴出资约1,000万元，以2019年5月31

日敦煌种业研究院账面资产为基准确定出资资产额）；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3楼；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子种苗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农作物品种权转让、授权经营及授权第三

方相关技术的使用权；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咨询、培训、转让；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服务；

肥料、农用物资销售；进出口贸易；会议及展览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新设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新设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充分发挥科研团队经营自主权， 促进经营管理及科研研发人员承

责、担责、负责；有利于优化薪酬激励机制，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

展；有利于研究院子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完善资源配置，提高研发业务运行

效率，促进上市公司整体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

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实施，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及

现金认缴出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公开出售宁夏种子分公司资产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挂牌公开出售宁夏种子

分公司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3亿元担保

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1亿元担保的议案。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魏彦珩， 男，1969年出生 ,1993年兰州大学本科毕业,1996年取得律师资格，2004年获西安

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担任多家省属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工作的法律顾问，致力于公司

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实务工作，出版专著《公司治理法律关系的均衡机制》。曾任兰

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甘

肃省产权交易所经纪人、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及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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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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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6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6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监事马燕君先生已提出辞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经公司股东单位推荐，提名韩进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

人，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甘肃省敦煌种业作物种子研究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公开出售宁夏种子分公司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3亿元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1亿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五、六项议案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韩进亮，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在金塔县公安局、金塔县城市社区管委会

工作，厉任金塔县公安局基层所队负责人、金塔县城市街道党工委委员、金塔县城市社区管委

会副主任、金塔县城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城市社区管委会人大工作室主任，现任金塔县供销

合作联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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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挂牌公开出售分公司资产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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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公司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整体出售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种子分公司

资产。

本次资产出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挂牌公开出售分公司资产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手尚不明确，

尚未签署交易合同。

一、交易概述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种子分公司（以下简称“宁夏种子分公司” ） 为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资产闲

置，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现拟通过甘肃省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出售宁夏种子分公司整体资

产，以不低于评估值10,418.57万元为底价向社会公开出售。

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公开

出售宁夏种子分公司资产的议案》，本次公开挂牌出售资产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出售方式，交易对方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及时进行

披露。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种子分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发科

公司住所：贺兰县习岗镇经济桥宁夏农产品物流中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明确或国务院决定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无须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超出总公司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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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22.37 3,048.74

负债总额 272.76 331.88

净资产 2,849.61 2,716.86

营业收入 9.57 0

净利润 -547.58 -132.75

3、主要资产状况:�宁夏种子分公司现有资产主要包括：土地及办公设施。该公司种子加工

厂土地面积126,06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8,742平方米，办公设施主要有三层办公楼及配套附

属生活设施，厂区绿化面积37,000平米。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以2019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宁夏华恒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

报告，宁夏种子分公司资产评估值为10,418.57万元，其中土地评估值5,928.53万元，房屋建筑物

评估值4,490.04万元

五、涉及资产出售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出售的资产为公司闲置资产，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2、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由于尚无明确受让方，交易最终价格尚未确定，最

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结果的影响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对手尚不明确，尚未签署交易合同，能否实现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

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54� � �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编号：临2019-036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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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全资子公司：

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额度总计为40,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7,50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6月14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酒泉敦

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3亿元担保的议案》、《关于为瓜州敦种棉花

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1亿元担保的议案》。

根据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高于3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十年以上，同意为全

资子公司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棉花收购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高于10,000万元人民

币，担保期限为一年。上述担保方式均为信用担保,�同时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在贷款担保额度

范围内， 授权董事长在通过本议案股东大会之日起一年内， 签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签订的

《担保合同》、《保证合同》及《抵押合同》等法律文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403

法定代表人：赵双虎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种子、种苗的生产、销售；蔬菜、食用菌、花卉的种植、加工、销售；肥料的销售；农

产品的仓储、销售、配送、物流服务；农业技术培训；展览、展会的策划、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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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13日，截止2018年

12月31日，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11,119.22万元，净资产2,193.99万

元，负债总额8,925.23万元，资产负债率80.27％，净利润163.99万元。

2、公司名称：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

住 所：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野生植物园西侧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棉花的收购、加工、储藏、销售;小麦、大麦、棉花、瓜菜、花卉、向日葵种子生产；

小麦、棉花、油葵、瓜菜、花卉种子的批发、零售、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以许可证为准)；化肥、地

膜的销售；其它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原粮除外);棉油、棉饼、棉壳的加工、销售。

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设立初始日未经审

计资产总额 5,616.30� 万元，净资产602.44� 万元，负债总额 5,013.86� 万元，资产负债率89.27�

％。

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为注销原敦煌种业瓜州棉花分公司， 以其整体资产业务新设的全

资子公司，待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后，以工商核准的新设

子公司作为被担保主体办理本次担保相关事项。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可确保上述公司的正

常生产和经营。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正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关于为酒泉敦煌种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3亿元

担保的议案》、《关于为瓜州敦种棉花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1亿元担保的议案》，认为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符合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17,500万元，皆为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25.02%�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且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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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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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金管理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 现金管理金额：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为10,000万元

及20,000万元；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为21,000万元；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为5,000万元

● 现金管理投资类型：理财产品

● 现金管理期限：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期限分别为

2019.06.05-2019.09.04、2019.06.14-2019.09.13； 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购买现金管理产

品的期限为2019.06.12-2019.12.12；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购买现金管理

产品的期限为2019.06.14-2019.12.16

一、 现金管理概述

（一）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购买

金额为10,000万元；于2019年6月11日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购买金

额为21,000万元； 于2019年6月13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购买现金管理

产品，购买金额为5,000万元；于2019年6月13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购买现金

管理产品，购买金额为20,000万元。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年5月6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上

资金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效

期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独立董事就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同意

该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8；《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0；《独立董事

对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19年5月7日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二、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产品基本信息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现金管理

产品金额（万

元）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

率

产品风险评级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周

期91天（尊享）理财产

品（B170C0007）

理财产品 10,000

2019.06.05-20

19.09.04

4.20% PR2

中国建设银行

深圳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

行“乾元-顺鑫” 2019年

第115期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 21,000

2019.06.12-20

19.12.12

4.20% 较低风险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车公庙支行

招商银行公司青葵系列

半年定开3号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 5,000

2019.06.14-20

19.12.16

3.60%-4.00% PR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周

期91天（尊享）理财产

品（B170C0007）

理财产品 20,000

2019.06.14-20

19.09.13

4.15% PR2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办理的现金管理产品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三、现金管理合同的情况说明

（一）基本说明

公司本次办理的现金管理产品使用的资金为银行账户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办理的现

金管理产品不需要提供履约担保。

（二）敏感性分析

公司开展的现金管理业务，并非以中长期投资为目的，只针对流动资金出现银行账户资

金短期闲置时，通过购买短期现金管理产品，取得一定现金管理收益，其账户资金以保障经

营性收支为前提，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办理现金管理产品的受托方对现金管理业务管理规范，对现金管理产品的风险控

制严格，本次现金管理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将及时关注

现金管理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现金管理资金到期收回。

（四）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4月11日，独立董事就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

独立意见，认为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五、已到期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自2019年5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9-042）至今，已到期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现金

管理产品

金额（万

元）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产品风

险评级

实际收

益（万

元）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

健周期91天（尊享）

理财产品

（B170C0007）

理财产品 10,000

2019.03.06-20

19.06.05

4.3% PR2 107.21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

健周期35天理财产

品（B160C0232）

理财产品 10,000

2019.05.08-20

19.06.12

3.75% PR2 35.96

六、累计理财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29.3亿

元（含本次购买金额），在股东大会审批之额度人民币40亿元范围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4

2019年 6 月 1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