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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二十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

行等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 并授权管理层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1月25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5）。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延长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

（含2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延长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

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1月8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1）。

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

（定向）2017年第3期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开立理财产品结算账户的情况

宁波新材料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相关信息如下：

户名：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仑支行营业部

账号：3901180019200125455

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2017年第3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投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4、投资期限：159天

5、预期年化收益率：3.40%

6、产品认购日：2019年7月17日

7、产品起息日：2019年7月18日

8、产品到期日：2019年12月24日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资金到账日：在理财赎回日后1个工作日内将理财资金划转至客户账户

11、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尽管银行等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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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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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

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

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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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本型

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情况

2017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自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公告日，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实现收益59,277,295.43元，具体如下：

1、 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1,000万元购买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已

于2018年1月23日赎回，实现收益 925,498.03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 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600万元购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已于2018年1月22日赎回，实现收益 394,958.90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1月25日赎回，实现收益182,602.74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4、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800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90天产品已

于2018年3月15日赎回，实现收益2,256,657.53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5、 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

（定向）产品2017年第3期产品已于2018年3月18日赎回，实现收益1,008,219.18元，本金和收益

已全部收回。

6、 宁波新材料于2017年12月1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 “汇利丰” 2017年第

436期金质通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3月16日赎回，实现收益1,146,575.34元，本金和收益已

全部收回。

7、 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9,000万元购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封闭式）产品已于2018年3月15日赎回，实现收益1,873,972.60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8、 宁波新材料于2017年12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3月19日赎回，实现收益1,121,917.81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

回。

9、宁波新材料于2017年12月1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广发银行“薪加薪16

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3月19日赎回，实现收益1,156,821.92元，本金和收益已

全部收回。

10、宁波新材料于2017年12月2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800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 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3月20日赎回，实现收益2,417,424.00元，本金和收益已全

部收回。

11、宁波新材料于2017年12月2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已于2018年3月22日赎回，实现收益1,159,315.07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2、 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1,000万元购买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已

于2018年3月29日赎回，实现收益1,594,849.32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3、宁波新材料于2017年12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200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150

天产品已于2018年5月18日赎回，实现收益5,957,260.27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4、 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600万元购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已于2018年4月25日赎回，实现收益1,176,019.18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5、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4月26日赎回，实现收益567,123.29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6、公司于2018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

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5月3日赎回，实现收益968,219.18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7、 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非凡资产管理182天安赢第

183期对公款产品已于2018年6月21日赎回，实现收益2,293,698.63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8、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已于2018年6月19日赎回，实现收益2,268,767.12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19、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5,800万元购买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2017年

第577期已于2018年6月20日赎回，实现收益5,216,547.9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0、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700万元购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6月22日赎回，实现收益2,414,646.0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

回。

21、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6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8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32天已于2018年7月6日赎回，实现收益1,161,117.81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2、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8月1日赎回，实现收益255,452.0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3、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700万元购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7月26日赎回，实现收益390,769.86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4、 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开

放型31天人民币产品已于2018年7月27日赎回， 实现收益365,205.47元， 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

回。

25、 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

（定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7月24日赎回，实现收益268,493.1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6、宁波百地年于2018年6月2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

心E”（定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7月24日赎回，实现收益268,493.1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27、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6月2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34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7月31日赎回，实现收益279,452.0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28、 宁波百地年于2018年6月2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32天已于2018年7月30日赎回，实现收益789,041.10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29、 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已于

2018年8月6日赎回，实现收益449,269.10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0、 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7月1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9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30天产品已于2018年8月9日赎回，实现收益1,142,876.71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1、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8月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34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9月5日赎回，实现收益274,794.52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

回。

32、 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8月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1,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31天产品已于2018年9月13日赎回，实现收益1,105,808.22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3、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9月1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3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10月16日赎回，实现收益270,136.99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34、 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9月2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6,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10月22日赎回，实现收益866,191.78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5、 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6,000万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 “乾元-周周

利” 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10月31日赎回，实现收益2,982,876.71

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6、 公司于2018年8月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

（定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11月2日赎回，实现收益952,876.11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7、 公司于2018年8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11月2日赎回，实现收益598,356.16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38、宁波百地年于2018年8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

心E”（定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11月2日赎回，实现收益952,876.71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39、宁波百地年于2018年8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8年11月2日赎回，实现收益2,266,301.37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40、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10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3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11月22日赎回，实现收益279,452.0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41、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10月2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1,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71天产品已于2019年1月2日赎回，实现收益2,225,120.5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42、宁波新材料于2018年12月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3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1月4日赎回，实现收益279,452.05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

回。

43、 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

（定向）2017年第3期产品已于2019年1月2日赎回，实现收益254,794.52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44、 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6,000万元购买乾元-周周利开放式保本理

财产品已于2019年1月9日赎回，实现收益810,273.97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45、宁波百地年于2018年12月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3,000万元购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

心E”（定向）2017年第3期产品已于2019年1月1日赎回，实现收益320,191.78元，本金和收益已

全部收回。

46、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期限结构型）产品已于2019年1月9日赎回，实现收益212,876.71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

收回。

47、 宁波百地年于2018年12月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期限结构型）产品已于2019年1月7日赎回，实现收益648,767.12元，本金和收

益已全部收回。

48、 宁波百地年于2019年2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期限结构型）产品已于2019年3月18日赎回，实现收益382,191.78元，本金和

收益已全部收回。

49、 宁波新材料于2019年2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

期型结构性存款S款产品，于2019年3月8日赎回本金5,000万元，实现收益49,863.01元，于2019年

4月1日赎回本金3,000万元，实现收益91,356.16元，于2019年4月11日赎回本金500万元，实现收

益19,198.63元，于2019年4月26日赎回本金2,000万元，实现收益102,356.16元，于2019年6月25日

赎回本金6,000万元，实现收益606,904.11元,剩余本金3,500万元及收益暂未到期。

50、 宁波新材料于2019年2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 “汇利丰” 2019�年第

450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19年5月24日赎回，实现收益461,232.88元，本金

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51、 宁波新材料于2019年2月2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

期型结构性存款S款产品，于2019年5月28日赎回本金10,000万元，实现收益791,780.82元，剩余

本金20,000万元及收益暂未到期。

（二）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未到期的本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58,5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含本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

元）

投资期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现收

益

起息日 到期日

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S

款产品

价格结构型 3,500

2019年2月

22日

可随时赎回 1.7%-3.15% 未到期

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S

款产品

价格结构型 20,000

2019年2月

21日

可随时赎回 1.7%-3.15% 未到期

3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9�年第

4502�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9年2月

22日

2019年8月

23日

3.75% 未到期

4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9�年第

5068�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0

2019年6月4

日

2019年9月6

日

3.60% 未到期

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

心E”（定向）2017年

第3期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

2019年7月

18日

2019年12月

24日

3.40% 未到期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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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的进展公告

股东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科创” ）计划自2019年4月3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数1%；其中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数2%。

截至2019年7月18日， 广东科创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为1,199,950

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减持计划的一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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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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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9.6.13-2019.7.18 15.51 1,199,950 1.00%

合 计 - - 1,199,950 1.00%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广东科创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099,599 10.92% 11,899,649 9.9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广东科创本次减持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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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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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广东科创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广东科创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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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单。其中，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不超过6亿元，闲置

自有资金额度不超过2亿元，相关金额均按累计发生额计算。使用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自2019年1月1日起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

现将公司近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在招商银行惠州分行办理了结构性存款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投资金额：2,000万元

4、预期年化收益率：1.35%-4.00%

5、产品起息日：2019年7月19日

6、产品到期日：2019年10月21日

7、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惠州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风险提示

尽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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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对措施

1、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和跟踪管理。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所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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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将对购买理财产品进行审计和监督，并将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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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不涉及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投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12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委托方 受托方

金额

（万

元）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产品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到

期

1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2,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自有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8.24 2018.11.22 是

2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4,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自有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8.24 2018.9.14 是

3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9,6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9.28 2018.12.28 是

4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3,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自有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9.28 2018.11.7 是

5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3,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自有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9.28 2018.11.28 是

6

红墙

股份

招商

银行

9,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10.10 2018.12.28 是

7

河北

红墙

招商银

行

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10.19 2018.11.19 是

8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7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10.18 2018.11.30 是

9

河北

红墙

招商银

行

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11.23 2018.12.24 是

10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8,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1.7 2019.4.15 是

11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1,7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1.7 2019.6.27 是

12

红墙

股份

招商银

行

9,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1.9 2019.6.27 是

13

河北

红墙

招商银

行

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1.9 2019.4.9 是

14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2,000

单位智能通知

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4.19 2019.6.27 是

15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6,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4.22 2019.6.27 是

16

河北

红墙

招商银

行

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4.26 2019.5.28 是

17

河北

红墙

招商银

行

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5.29 2019.7.1 是

18

红墙

股份

招商银

行

5,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7.5 2019.10.8 否

19

红墙

股份

招商银

行

4,2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7.5 2019.12.27 否

20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7,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7.5 2019.12.27 否

21

红墙

股份

兴业银

行

2,000

单位智能通知

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7.5 否

22

河北

红墙

招商银

行

9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7.9 2019.10.9 否

23

红墙

股份

招商银

行

2,000 结构性存款

闲置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9.7.19 2019.10.21 否

五、备查文件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交易申请确认表。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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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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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

液的《药品注册批件》，批件号为2019S00425、2019S0042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一医药制造》的相关要求，对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一）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1、药品名称：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4、规格：100ml:利奈唑胺0.2g与无水葡萄糖4.6g

5、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6类

6、批件号：2019S00425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93197

8、药品生产企业：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10、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4年7月3日。

（二）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1、药品名称：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4、规格：300ml:利奈唑胺0.6g与无水葡萄糖13.7g

5、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6类

6、批件号：2019S00426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93198

8、药品生产企业：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10、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4年7月3日。

二、药品适应症

利奈唑胺为一种恶唑烷酮类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革兰阳性(G+)菌引起的感染，包括由金

黄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敏感和耐药的菌株）或肺炎链球菌引起的院内获得性肺炎；由肺炎链

球菌引起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包括伴发的菌血症，或由金黄色葡萄球菌（仅为甲氧西林敏感的

菌株）引起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由金黄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敏感和耐药的菌株）、化脓性链

球菌或无乳链球菌引起的复杂性皮肤和皮肤软组织感染；由金黄色葡萄球菌（仅为甲氧西林

敏感的菌株）或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非复杂性皮肤和皮肤软组织感染；万古霉素耐药的屎肠

球菌感染，包括伴发的菌血症。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该药物的原研公司为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数

据库，国内有5家企业仿制申报且已取得批准文号，1家企业获得进口药品批文。根据《米内网》

统计数据，利奈唑胺注射液2018年在全国销售收入为14.19亿元。

四、药品其它情况

2014年7月,西南药业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申请，并获得受理，现已获得药品注册生产批

件。西南药业对该产品累计投入研发费用496万元。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申请注射剂仿制药可以减免临床试验，直接申报生产。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目录（2017版）》乙

类药品。

五、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周期长、环节多，未来的生产、销售可

能受到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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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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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共使用不超过3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对以上议案均在

决议有效期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

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2019-42）。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为充分利用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19年4月18

日,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

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产品代码：1101168902）；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2558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

码：C195R01A0）。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4月2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5）。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于2019年7月17日、7月18日分别将上述理财产品全部赎回并划入募

集资金专户，收回本金人民币20,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人民币共1,936,390.79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产品名称

购买 金额

（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或实际

年化收益率

备注

汉口银行九通理财安心系列机构

19001期

10,000 2019/3/14 2019/4/16 3.2%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28.93万元

汇丰银行结构性存款一美元

LIBOR挂钩区间累计人民币投资

产品

10,000 2019/3/13 2019/4/15 2.36%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21.63万元

渤海银行【S190746】号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代码：S190746）

5,000 2019/5/23 2019/6/24 3.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15.34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产

品代码：1101168902）

10,000 2019/4/18 2019/7/17 3.9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97.65万元

中信银行共赢利率结构25589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

码：C195R01A0）

10,000 2019/4/18 2019/7/18 3.8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 95.99万元

重庆农商行结构性存款JG2019057 7,000 2019/3/14 2019/9/16 4%

汉口银行九通理财安心系列机构

19004期（产品代码：19L004）

5,000 2019/5/23 2019/8/23 3.1%

光大银行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七期产品150（产品编号：

2019101045311）

5,000 2019/7/5 2019/10/5 3.95%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7,000万

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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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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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

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7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7月18日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诸暨千禧路5号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三楼报告厅。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飞刚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0,811,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26%，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525,005,82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3人， 代表股份数5,805,2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7人，代表股份数6,653,06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28,912,0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4%；1,894,1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6%；4,9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4,754,0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6%；1,894,1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7%；4,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28,994,1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6%；1,812,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4%；4,9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4,836,1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9%；1,812,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4,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29,894,2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3%；800,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116,0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736,2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2%；800,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116,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530,005,3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5%；800,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4,9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847,3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9%；800,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529,584,0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7%；1,189,9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37,1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426,0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6%；1,189,9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8%；37,1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

（六）审议通过《关于支付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528,827,5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3%；1,387,3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596,2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4,669,5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9%；1,387,3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5%；596,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529,238,78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0%；1,567,4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95%；4,9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5,080,7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7%；1,567,4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6%；4,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汪军民先生、童宏怀先生、陶宝山先生2018年度述职报告。三位独立

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汇报了各自在2018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

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

于2019年6月28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字：王萌、谢静

3、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