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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9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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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登记日：2019年7月25日

债券付息日：2019年7月26日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者

“公司” ）于2016年7月26日完成发行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16张江01” ） 将于2019年7月26日支付自2018年7月26日至2019年7月25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以下简称“本次付息” ）。 根据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 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简称为 “16张江01” ， 债券代码为

“136568” 。

4、 发行总额及存续规模： 本期债券发行及存续规模为人民币20亿

元。

5、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2.95%。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对付日期不另计利息。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起息日：2016年7月26日，即本期债券发行截止日，本期债券计息期

限内每年的7月26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 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7月26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7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1、兑付日：2021年7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7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6

月18日出具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6张

江01与16张江02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A，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维持AAA。

14、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8年7月26日至2019年7月25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利息）。

2、按照《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16张江01” 票面利率为2.95%，每手

“16张江01”（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29.5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9年7月25日

2、债券付息日:2019年7月2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7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张江01”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

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

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

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

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

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

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本次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

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次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

纳。

3、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

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200号

法定代表人：刘樱

联系人：郭凯、胡炯

电话：021-38959000

传真：021-50800492

2、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法定代表人：钱于军

联系人：许凯、张诗哲

电话：010-5832� 8888

传真：010-5832� 8764

3、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朱明强

电话：021-68824645

传真：021-68801551

4、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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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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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7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理财投资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原则， 使用不超过1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的额度进

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该额度内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 该议

案已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3月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892511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3.收益计算天数：182天

4.收益起计日： 2019年7月17日

5.到期日： 2020年1月15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3.7%

7.认购金额：1,000万元

8.本金及收益返还：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于到期日返还，投资收

益于收益兑付日进行清算， 收益兑付日为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后两

个工作日内。

9.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10.产品投资对象：本产品为结构性产品，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等方

式进行投资运作。

11.关联关系说明：本结构性存款产品购买人为浙江普洛家园药业

有限公司，系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与宁波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该项投资可能会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因此理财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授权董事长审批额度内的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 公司财务部

具体负责委托理财的相关工作，配备专人跟踪当次委托理财，如评估发

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应定期或不定期对委托理财事项进行检查、审计、

核实；

（3）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

委托理财及相应损益情况；

（4）公司独立董事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内

部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造成影响，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全

体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次委托理财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资金来源 是否赎回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251 10,000 20190627 20200622 自有闲置资金 否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511 1,000 20190717 20200115 自有闲置资金 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宁波银行对公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4.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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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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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2018年

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本息

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8南国置业SCP001

4.�债券代码：011800825

5.�发行总额：9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50%

7.�兑付日：2019年7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

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

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

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

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

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琼

联系电话：027-87732852

2.�主承销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佳圣

联系电话：010-67596380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23198787、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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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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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

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9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公告编号：2019-021）。 因工作人员疏忽，该

公告中部分信息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 原公告标题为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 现更正为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

二、对“（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作如下更正

更正前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18实际发生

金额

2018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锦宾馆 会议费、住宿费 125.38 500.00 0.00% -374.62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化学品和备件 32,052.65 35,000.00 1.23% -2,947.35

北京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化学品 227.95 165.00 0.01% 62.95

大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煤、化学品 13,499.95 46,570.00 0.52% -33,070.05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氮气 7,300.25 5,334.91 0.28% 1,965.34

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化学品 471.26 120.00 0.02% 351.26

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橡胶 19,133.05 2,290.00 0.74% 16,843.05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冷凝液 5,535.26 4,837.72 0.21% 697.54

中国兵工物资沈阳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1,696.72 350.00 0.07% 1,346.72

兵器下属公司 原油采购、备品备件 2,518,876.55 2,370,000.00 96.91% 148,876.55

小计 2,598,919.03 2,465,167.63 100.00% 133,751.39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

商品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等 15,328.63 88.66 2.65% 15,239.97

北化凯明化工有限公司 石油甲苯、喷气燃料等 14,771.88 13,300.00 2.56% 1,471.88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乙烯、蒸汽等 153,118.65 139,781.03 26.50% 13,337.63

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尿素等 78,363.55 49,200.00 13.56% 29,163.55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尿素、ABS树脂等 10,380.63 10,100.00 1.80% 280.63

无锡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等 2,022.77 85.00 0.35% 1,937.77

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等 43,329.93 35,898.87 7.50% 7,431.07

科莱恩华锦催化剂（盘锦）有限公司 天然气、蒸气等 1,699.73 1,600.00 0.29% 99.73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碳五、蒸汽等 56,802.20 65,571.39 9.83% -8,769.18

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苯乙烯、丁二烯等 57,330.51 59,400.00 9.92% -2,069.49

山西北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10号车用柴油(Ⅳ) 16,169.44 30,000.00 2.80% -13,830.56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喷气燃料、高硫石油焦 6,160.84 15,000.00 1.07% -8,839.16

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编织袋等 3,263.06 3,376.38 0.56% -113.32

辽宁北方华锦五洲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材料费等 12.66 0.00 0.00% 12.66

北方华锦石油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沥青、有机热载体 28,175.12 0.00 4.88% 28,175.12

兵器下属子公司 处置收益权 90,975.00 0.00 15.74% 90,975.00

小计 577,904.60 423,401.32 100.00% 154,503.28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等 16,502.24 15,636.20 56.54% 866.04

北京北方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工程款 2,092.54 0.00 7.17% 2,092.54

辽宁北方华锦五洲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费 140.04 0.00 0.48% 140.04

中兵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支出 3,419.24 3,500.00 11.72% -80.76

大连北方油品储运有限公司 油罐租金 3,099.06 3,038.00 10.62% 61.06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利息 3,931.64 3,700.00 13.47% 231.64

小计 29,184.76 25,874.20 100.00% 3,310.5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更正后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18实际发生

金额

2018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锦宾馆 会议费、住宿费 125.38 500 0.00% -374.62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化学品和备件 32,052.65 35,000.00 1.23% -2,947.35

北京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化学品 227.95 165 0.01% 62.95

大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煤、化学品 13,499.95 46,570.00 0.52% -33,070.05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氮气 7,300.25 5,334.91 0.28% 1,965.34

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化学品 471.26 650 0.02% -178.74

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橡胶 19,133.05 2,290.00 0.74% 16,843.05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冷凝液 5,535.26 4,837.72 0.21% 697.54

中国兵工物资沈阳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1,696.72 2500 0.07% -803.28

兵器下属公司 原油采购、备品备件 2,518,876.55 2,370,208.02 96.92% 148,668.53

小计 2,598,919.03 2,468,055.65 100.00% 130,863.37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

商品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等 15,328.63 88.66 3.15% 15,239.97

北化凯明化工有限公司 石油甲苯、喷气燃料等 14,771.88 13,300.00 3.03% 1,471.88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乙烯、蒸汽等 153,118.65 139,781.03 31.45% 13,337.62

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尿素等 78,363.55 85,000.00 16.09% -6,636.45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尿素、ABS树脂等 10,380.63 10,100.00 2.13% 280.63

无锡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等 2,022.77 12,085.00 0.42% -10,062.23

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等 43,329.93 35,898.87 8.90% 7,431.06

科莱恩华锦催化剂（盘锦）有限公司 天然气、蒸气等 1,699.73 1,600.00 0.35% 99.73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碳五、蒸汽等 56,802.20 65,571.39 11.67% -8,769.19

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苯乙烯、丁二烯等 57,330.51 59,400.00 11.77% -2,069.49

山西北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10号车用柴油(Ⅳ) 16,169.44 30,000.00 3.32% -13,830.56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喷气燃料、高硫石油焦 6,160.84 15,000.00 1.27% -8,839.16

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编织袋等 3,263.06 3,376.38 0.67% -113.32

辽宁北方华锦五洲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材料费等 12.66 0.708 0.00% 11.95

北方华锦石油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沥青、有机热载体 28,175.12 45,000.00 5.79% -16,824.88

小计 486,929.60 516,202.04 100.00% -29,272.44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等 16,502.24 15,636.20 56.54% 866.04

北京北方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工程款 2,092.54 0.00 7.17% 2,092.54

辽宁北方华锦五洲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费 140.04 0.00 0.48% 140.04

中兵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支出 3,419.24 3,500.00 11.72% -80.76

大连北方油品储运有限公司 油罐租金 3,099.06 3,038.00 10.62% 61.06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利息 3,931.64 3,700.00 13.47% 231.64

小计 29,184.76 25,874.20 100.00% 3,310.5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

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管理，避免

类似问题出现。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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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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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天环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东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汇能” ）持有本公司12,549,085股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3%。

京都汇能自2010年12月持有本公司股份， 该股份自2017年2月17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于2018年2月22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京都汇能计划自2019年7月23日至2019

年10月2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不超过8,031,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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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5%以下股东 12,549,085 3.13% IPO前取得：12,549,08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京都汇能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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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7,599,916 1.8926% 2018/3/16～2018/9/18 14.16-31.71 2018/2/23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4,000,000 1% 2019/3/7～2019/6/4 19.91-21.45 2019/3/2

注：博天环境于2018年8月14日完成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

工作，公司总股本由400,010,000股变为401,570,000股，以上持股比例均

按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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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都汇能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不超过：8,031,400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4,

015,7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

031,400股

2019/7/23～

2019/10/20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求

注：以上不超过指小于等于。

京都汇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自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10

月20日。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京都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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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交易日后

的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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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交易日后的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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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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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发生派

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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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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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京都汇能所作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2）在所持公司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在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

承诺的前提下，将根据自身投资决策安排及公司股价情况，减持其所持

公司的股票。 具体减持计划为：自所持公司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4个月内，减持额度将不超过届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本公司在

此期间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3）若减持公司股份，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减持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依

法进行。

京都汇能依据上述承诺， 依法就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履行预披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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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系京都汇能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自身资金规划

自主决定的正常减持行为，但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

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京都汇能将根据市场

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采取何种减持方式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 为明确起见，减持期间，如京都汇能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则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如仅

采取大宗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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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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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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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1.�京都汇能自2010年12月通过增资成为本公司股东，此后的8年多

时间里一直持有本公司股票，长期坚定地支持本公司的发展。

2.�京都汇能承诺：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其将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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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的承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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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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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11� � � �证券简称：*ST天首 公告编码： 临2019-43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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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

月23日与浙江绍兴五洲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印染” ）签署了

《关于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就公司向五洲印

染出售持有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股权事项达成一致，并

于2018年8月24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拟出售本公司持有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

司22.26%股权的议案》（相关公告分别请见2018年8月24日和2018年8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提示性公告》（临[2018-43]）和《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44]）。

2018年9月27日和2018年12月17日，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请见2018年9

月28日和2018年12月18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年2

月19日、2019年3月25日和2019年4月19日、5月18日、6月18日，公司披露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进展公告（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在指定媒

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0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2016年9月30日修订）等

相关政策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目前，本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协商，争取早日完成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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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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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被告深圳市

锦云投资控股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天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信友

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凯业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黄锦光、谢岱、黄彬、黄润耿、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伙

企业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3民初4103号。 诉求判令被告深圳市锦云

投资控股企业（有限合伙）向原告支付《差额补足协议》项下的差额补

足款项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其投资收益，支付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

费用，其他被告按照相应的保证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详情见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4月16日《关于重大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本案已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于2019年7月15日进行证据交

换，于2019年7月16日第一次开庭。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现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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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法院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参加诉讼，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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