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5

债券代码：128062� � � �债券简称：亚药转债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拿大合资公司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

27日与加拿 大 Benchmark� Botanics� Inc.（以 下 简 称“BBT” ）、

Rippington� Investment� Inc.（以下简称“RI” ）签署了《投资合作协

议》， 三方拟在加拿大设立合资公司YATAI� &� BBT� Biotech� Ltd.。

合资公司YATAI� &� BBT� Biotech� Ltd.�首批发行1400万股。 亚太药

业以700万加元认购700万股，占首批发行股份的50%，分两期出资，

第一期出资400万加元， 第二期出资300万加元。 BBT以PGG拥有的

由加拿大卫生部颁发的大麻种植、萃取、销售牌照，为公司的种植场

地申请牌照为对价，获350万股，占首批发行股份的25%。该股份在公

司注册时发行，如果BBT未能在正常周期内帮助公司取得加拿大卫

生部颁发的大麻种植、加工、销售牌照，该股份被取消，亚太药业和

RI自行处置公司土地。 RI以350万加元认购350万股，占首批发行股

份的25%，分两期出资，第一期出资200万加元，第二期出资150万加

元。 合资公司收到资金后立即发行相应数量的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5月2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

告》。

合资公司YATAI� &� BBT� Biotech� Ltd.已于温哥华时间2019年6

月17日由加拿大律师代为注册。 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RI第一

期投资款200万加元和公司第一期投资款400万加元均已出资到位，

合资公司YATAI� &� BBT� Biotech� Ltd.向RI、公司发行相应股份，RI

于温哥华时间2019年6月17日取得股份认购证书， 公司于温哥华时

间2019年7月25日取得股份认购证书。 《投资合作协议》各方将按照

相关约定，履行后续出资义务，合资公司将发行相应股份。 截至目

前，合资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YATAI� &� BBT� BIOTECH� LTD.

2、注册号：BC1212895

3、 注册地：7985�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BC�

V6P� 4Z3� CANADA

4、董事：陈尧根、刘海峰、孙大庆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2019� -� 08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对照表

更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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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年7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

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对照表” ，因工作人员疏

忽将文件内容表述错误，现就有关事项做如下更正：

原公告内容为：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 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

构，公司董事会拟增加2名非独立董事，董事会人数由7名增至9名，

不再设立常务副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

程》中董事会的条款作出相应修改，具体如下：

现更正为：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 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

构，公司董事会拟增加2名非独立董事，董事会人数由7名增至9名；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中董事会的条款作出相应修改，

具体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对照表中其他事项不变，公司因上述更

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公告的审核

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57� � �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19-039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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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

到公司董事成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成杰先生申请

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一职。辞职后，成杰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杰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

作，成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增补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成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成杰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以及为公司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0739�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2019－035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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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9年7月30日收到公司

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成大生物” )的通知，鉴

于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审慎研究，成大生物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终止发行H股股票并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拟终止成大生物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称“H股发行并上

市” ）的申请。 具体详见成大生物于2019年7月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披露的《辽

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上市的公告》。

成大生物终止H股发行并上市事项尚需提交成大生物股东大会审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19-049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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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6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等相关规定，深圳

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将2019年第二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

况公告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业务类型

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金额

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金额

装饰施工 41.64 217.73 12.11

其中：公共建筑装饰 20.28 100.69 6.93

住宅全装修 21.36 117.04 5.17

装饰设计 0.04 0.17 0.42

合计 41.68 217.91 12.52

注：

1、上述“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是指已签约未

完工项目的合同总额，且以不含税合同额进行统计。

2、上述“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包括了已签约

未开工项目的合同额。

3、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

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10�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19-043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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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

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79,788,637.16 1,071,967,527.00 28.72%

营业利润 128,266,141.74 160,122,374.69 -19.89%

利润总额 124,340,977.95 160,533,078.82 -2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544,661.34 147,112,100.25 -3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87 0.1314 -4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4.79% -1.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622,547,544.52 5,605,752,562.97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27,702,959.49 3,192,457,123.40 -5.16%

股本 1,126,551,939.00 1,126,551,93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69 2.83 -5.1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79,788,637.16元，同比增

长28.72%；实现营业利润128,266,141.74元，同比下降19.8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544,661.34元，同比下降39.13%。

（2）报告期内，公司坚定推进战略转型，秉承“抢”（抢时间、抢

机会）、“快”（快速行动、快速迭代）、“前”（跑步前进）的年度经营

指导思想，各项业务进展顺利：数字造价业务加快云转型进度，持续

夯实产品价值，加速新业务孵化，收入同比增长约28%；数字施工业务

进一步提升“数字建造” 品牌影响力，明确“平台化+模块化” 的项目

级产品架构，发布了数字项目管理平台（BIM+智慧工地）,实现“横

通纵连” ，积极拓展工程施工客户，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3%。

（3）报告期内，数字造价业务继续深化云转型，范围扩展至全国

21个区域，商业模式由销售软件产品转为提供服务的SaaS模式，相关

收入确认方式也由一次性确认转变为按服务期间分期确认 （相关费

用仍为一次性列支）。 报告期末，云转型相关预收款项余额为6.72亿

元，较期初增长62%。 因该款项属于已收取的云服务费中不能确认为

当期收入的部分，导致当期表观收入增速未充分体现，表观利润同比

有所下降。

（4）报告期内，公司坚定数字建筑平台服务商发展方向，继续保

持在图形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

术投入， 并加大创新业务及生态业务的战略布局， 相关费用有所增

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为44.81%，仍保持在较

低水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对2019年半年度业绩进行过预计

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2019－066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药品GM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药品GMP证书》。 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原料药磷霉素钠等四个品种《药品GMP证书》信息

证书编号：LN20190041

企业名称：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六东路29号

认证范围：无菌原料药（磷霉素钠）、原料药（磷霉素钙、卡前列甲

酯、硫糖铝）

有效期至2024年7月15日

二、原料药盐酸小檗碱《药品GMP证书》信息

证书编号：LN20190043

企业名称：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六东路29号

认证范围：原料药（盐酸小檗碱）

有效期至2024年7月17日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无菌原料药（磷霉素钠）、原料药（磷霉素钙、卡前列甲酯、硫糖

铝）本次获得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证书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之规定，原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证书即

将到期的再认证；原料药（盐酸小檗碱）《药品GMP证书》为该产品在新

厂区生产线首次认证取得。

本次取得的两个《药品GMP证书》涉及到公司五个原料药品种，有

利于连续稳定的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经营业绩

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9-067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

7月25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

3.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解聘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公司董事会拟解聘谢占武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本次人事调整后，谢占武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9-035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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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

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20,396,072.29 833,175,810.56 833,175,810.56 -13.54% -13.54%

营业利润 71,135,362.79 42,297,874.40 41,052,780.04 68.18% 73.28%

利润总额 71,361,818.99 44,049,319.21 42,798,324.85 62.00% 6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0,851,461.59 28,469,180.25 27,218,185.89 78.62% 8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13 0.0679 0.0649 78.65% 8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8% 1.59% 1.51%

上升1.19个百分

点

上升1.27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920,057,988.08 2,931,935,063.93 2,931,935,063.93 -0.41%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835,249,215.39 1,805,821,545.51 1,805,821,545.51 1.63% 1.63%

股本 419,230,828.00 419,230,828.00 419,230,828.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38 4.31 4.31 1.62% 1.62%

备注：上表中上年同期数据与原已披露的2018年半年报数据存在差

异，差异为因同一控制下合并德荣化工对上年同期数的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9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为72,039.6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13.54%，主要是由于中炜化工经营模式改变的影响；

2、2019年上半年，公司营业利润为7,113.5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升73.28%，主要因为纺织化学产品毛利率提升及中炜化工经营模式改变

所致；

3、2019年上半年，公司利润总额7,136.1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66.74%，主要是营业利润上升所致；

4、2019年上半年，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85.15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86.83%，主要利润总额上升所致；

5、2019年上半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1213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升86.90%；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9年4月29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2019年半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4300万元至5700万元，变动幅度为51.04%至100.22%。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

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为5,085.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83%，在预计范

围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33� � � �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9-79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第十三次）到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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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

6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6个

月内使用不超过37,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过6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29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

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在中国

工商银行贵阳乌当支行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19年第118期B款”（详见2019年6

月29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于

2019年7月29日到期， 理财本金20,000万元及收益666,301.37元已经到

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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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第十四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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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

年6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6个月内使用不超过37,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过

6个月）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29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9,000万

元续购银行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19年第142期A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购买金额：19,000万元人民币

4.�计划销售期：2019年7月30日

5.�产品起始日：2019年7月30日（遵循工作日准则）

6.�产品到期日：2019年9月3日（遵循工作日准则）

7. �预期年化收益率：1.05%+2.65%*N/M，1.05%，2.65%均为预期年

化收益率， 其中N为观察期内挂钩标的小于汇率观察区间上限且高于

汇率观察区间下限的实际天数，M为观察期实际天数。 客户可获得的预

期最低年化收益率为1.05%，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为3.70%。 测算收益不

等于实际收益，请以实际到期收益率为准。

8.�挂钩标的：观察期内每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

示的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取值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3位，表示为一美

元可兑换的日元数。 如果某日彭博“BFIX”页面上没有显示相关数据，

则该日指标采用此日期前最近一个可获得的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

“BFIX”页面显示的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

9.�风险提示

（1）产品本金及收益风险

本产品有投资风险，只保障本金及最低预期年化收益，不保证最高

预期年化收益，您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2）市场风险

投资者的收益与挂钩指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挂钩， 若观察期内挂

钩指标波动幅度较大，以致曾达到或曾突破预设区间上限或下限，则投

资者仅能获得较低收益水平。

（3）利率风险

本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本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不

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率将有可能低于实际市场

利率。

（4）流动性风险

本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后一次性支付， 且产品存续期

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

（5）产品不成立风险

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可能面临产品不成立风险， 即产品说明书中约

定：如募集规模低于10,0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

在产品起始日之前，如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中国工商银行合理判断难

以按照原产品说明书约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时， 中国工商银行有权

宣布本产品不成立。 此时，投资者应积极关注中国工商银行相关公告，

及时对退回资金进行再投资安排， 避免因误认为结构性存款产品按原

计划成立而造成投资机会损失。

（6）信息传递风险

中国工商银行将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的约定进行产品信息披露，投

资者应充分关注并及时查询工商银行披露的本产品相关信息。 投资者

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亦及时通知中国工商银行。 如投资者

未及时查询相关信息， 或预留联系方式变更未及时通知工商银行导致

在其认为需要时无法及时到投资者的，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由此产生的损失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

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电力中断、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或金

融危机、国家政策变化等情形的出现可能对本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

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本产品收益

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

投资者须自行承担，中国工商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8）法律法规与政策风险

本产品均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设计。 如相关法律法规或

国家宏观政策发生变化，本产品可能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9）信用风险

在中国工商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如被宣告破产等，本

产品的本金与收益支付将受到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

进展情况， 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

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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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是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闲置的募

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情况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相关公告日期详见如下表格：

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2018/12/2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一次）的公告

2019/2/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二次）的公告

2019/2/1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次）的公告

2019/3/7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四次）的公告

2019/3/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五次）的公告

2019/3/1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六次）的公告

2019/4/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七次）的公告

2019/4/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八次）的公告

2019/4/18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九次）的公告

2019/4/3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十次）的公告

2019/5/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十一次）的公告

2019/5/2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十二次）的公告

2019/6/2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十三次）的公告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情况：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2019/2/1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一次）到期的公告

2019/2/12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一次）到期的公告

2019/3/7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二次）到期的公告

2019/3/9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二次）到期的公告

2019/3/13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次）到期的公告

2019/4/2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一次）到期的公告

2019/4/3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七次）到期的公告

2019/4/18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六次）到期的公告

2019/4/30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七次）到期的公告

2019/5/9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十次）到期的公告

2019/5/10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五次）到期的公告

2019/5/14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八次）到期的公告

2019/5/24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九次）到期的公告

2019/5/24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十二次）到期的公告

2019/6/5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四次）到期的公告

2019/6/6 关于对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四次）到期公告进行更正的公告

2019/6/12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十一次）到期的公告

2019/6/25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十一次）到期的公告

2019/6/26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十二次）到期的公告

2019/7/31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十三次）到期的公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说明书-专户型二〇一九年第142期A款》、《风险揭示函》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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