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42�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9-04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9月5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上午9:30在公司105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

建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徐水支

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开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徐水支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

业务，由杨建忠先生及姚香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6,000万元，期限一

年，以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购买原材料。具体期限及金额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定市徐水支行签订正式合同为准。

同时， 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

办理与之相关的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9-4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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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从控股股东武汉

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城建发” ）获悉，当代城建发所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当代城

建发

是 1,310,000

2019年9月

11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4.70% 融资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当代城建发持有公司股份27,861,2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09%；累

计质押股份17,3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48%。

公司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 ）、自然人股东罗

德胜为当代城建发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6,9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98%，其累计质押股份4,900,000股。罗德胜持有公司股份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8%，其所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形。

当代城建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561,2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65%；累

计质押股份22,2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2%。

3、其他说明

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本次股份质押的登记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9-066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方舟制药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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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方舟制药” ） 于2019年9月11日收到 《西安仲裁委员会通知》【西仲通字

（2019）第318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8年12月13日，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建工” 、“申请人” ）因与

方舟制药合同纠纷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方舟制药涉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9年9月11日，方舟制药收到《西安仲裁委员会通知》【西仲通字（2019）第318号】，通

知内容如下：

方舟制药与陕西建工关于合同纠纷一案， 因申请人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交撤回对方舟

制药的仲裁申请，经西安仲裁委员会研究同意其撤回将方舟制药作为被申请人的申请。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申请人撤回了对方舟制药的仲裁申请，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无影

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西安仲裁委员会通知》【西仲通字（2019）第318号】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52� � �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4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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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通知，朱宝松先

生、朱丽霞女士、钱玉英女士、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及杭州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控

股股东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山东招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招金” ），山东招金实控人为招远市人民政府，主营黄金开采、加工及

销售。2019年9月10日，公司控股股东与山东招金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转

让完成后对方将持有公司37.9%以上（含37.9%）的股份（其中山东招金受让宝鼎科技29.9%的

股份，并通过部分要约方式收购宝鼎科技不低于8%的股份）。交易对方为国有控股企业，相关

协议正式签署后，该事项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事前审批。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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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宝鼎科技，股

票代码：002552）自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公司承诺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

日。待本次股权转让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布相关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19-63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和邦生物” ）于2019年9月6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有关募集资金永久补流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706

号），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回复并补充披露如下：

一、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按资金用途分别列示前五大交易对手方的具体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名称、是否为关联方、交易标的、对应会计科目等；（2）按月度分别列示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用途、数额、占比情况等，并说明上述募集资金于七、八

月份集中使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1、募集资金用于支付采购原材料款的五大交易对手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供应商 关联方 交易标的 支付金额

对应会计科

目

1 四川省川投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否 支付子公司黄磷采购 227,596,229.97 应付账款

2 广安诚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否

支付子公司亚氨基二乙腈采

购

136,570,806.79 应付账款

3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山供电公司 否 支付子公司电力采购 101,561,356.56 应付账款

4 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 支付工业盐采购 74,426,186.13 应付账款

5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否 支付子公司甲醇采购 55,885,400.00 应付账款

合计 596,039,979.45

1）募集资金用于支付采购原材料款且交易对方为公司关联方的采购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供应商 关联方 交易标的 支付金额 对应会计科目

1 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 支付工业盐采购 74,426,186.13 应付账款

2

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

是 支付子公司煤采购 23,550,123.94 应付账款

3 乐山市犍为寿保煤业有限公司 是 支付子公司煤采购 23,082,756.91 应付账款

4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为桅杆坝

煤矿

是 支付子公司煤采购 6,974,632.98 应付账款

合计 128,033,699.96

注：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49%子公司，因公司关联自然人贺正刚、莫融、

宋克利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而具有关联关系。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公

司控股股东四川和邦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而与公司具有关联关

系，和邦集团持有其67%的股权。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为桅杆坝煤矿因是公司控股股

东和邦集团的分公司而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乐山市犍为寿保煤业有限公司因公司控股股东

和邦集团控股而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的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详见公

司2019-26号公告），公司2019年预计向关联方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额度为9,000万

元，向关联方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额度为11,000万元；乐山市犍为寿

保煤业有限公司采购额度为7,000万元；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为桅杆坝煤矿采购额度

为4,000万元，上述资金支付未超出预计额度。

2、募集资金用于支付采购天然气的交易对手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供应商 关联方 交易标的 支付金额 对应会计科目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气销售川渝分公司成都销

售部

否 支付天然气采购 328,000,000.00 预付款项

3、募集资金用于支付采购电力的交易对手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供应商 关联方 交易标的 支付金额 对应会计科目

1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山供

电公司

否 支付电力采购 193,975,244.48 应付账款

4、募集资金用于支付采购煤的交易对手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供应商 关联方 交易标的 支付金额 对应会计科目

1

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是 支付煤采购 16,910,487.86 应付账款

2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

为桅杆坝煤矿

是 支付煤采购 8,788,733.77 应付账款

3 乐山市犍为寿保煤业有限公司 是 支付煤采购 3,062,370.14 应付账款

合计 28,761,591.77

注：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和邦投资集团（以

下简称“和邦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而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和邦集团持有其67%的股权。四川

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为桅杆坝煤矿因是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的分公司而与公司具有关

联关系。乐山市犍为寿保煤业有限公司因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控股而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的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详见公

司2019-26号公告），2019年预计向关联方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额度

为11,000万元；乐山市犍为寿保煤业有限公司采购额度为7,000万元；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犍为桅杆坝煤矿采购额度为4,000万元，上述资金支付未超出预计额度。

5、按月度列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月 3月 4月 5月

采购原材料 13,457,958.55 45,200,735.09 89,985,350.73 43,823,443.59

采购天然气 35,000,000.00 48,000,000.00 86,000,000.00 50,000,000.00

采购电力 35,475,347.53 77,693,618.62 37,145,310.86

采购煤 3,684,165.43 6,622,872.17 4,322,822.76

归还银行借款 60,127,500.00 90,128,750.00

合计 144,060,806.08 187,013,650.52 260,301,841.52 135,291,577.21

占比 5.94% 7.71% 10.73% 5.58%

（续）

项目 6月 7月 8月 合计

采购原材料 17,381,259.08 943,015,138.58 4,995,327.26 1,157,859,212.88

采购天然气 44,000,000.00 65,000,000.00 328,000,000.00

采购电力 17,879,694.09 25,781,273.38 193,975,244.48

采购煤 8,518,545.21 5,613,186.20 28,761,591.77

支付工资 31,400,051.88 16,718,523.44 48,118,575.32

归还银行借款 458,667,957.55 60,083,233.34 669,007,440.89

合计 87,779,498.38 1,529,477,607.59 81,797,084.04 2,425,722,065.34

占比 3.62% 63.05% 3.37%

6、公司7一8月份募集资金使用占比较高的原因说明

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根据已建立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由保

荐机构、存管银行、发行人共同监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7一8月使用募集资金共计1,611,274,691.63元，其中：

①归还银行借款518,751,190.89元，支付天然气、电力、原材料等采购款240,046,993.42元，

支付工资社保等48,118,575.32元；

②转出804,357,932.00元至自有资金账户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在2-7月支付部分货款时，为

降低财务费用， 通过背书转让经营中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替代直接以募集资金

支付，并于2019年7月汇总结算2一7月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方式支

付的原材料采购款及运费款项，将对应金额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具体使用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使用明细 2月 3月 4月 5月

亚氨基二乙腈 19,360,346.05 27,980,000.00 34,370,806.79 25,000,000.00

黄磷 25,542,564.00 37,160,000.00 20,000,000.00

煤 1,900,000.00 9,273,874.50 22,413,020.00 15,889,234.29

甲醇 9,070,000.00 11,500,000.00 11,000,000.00 9,555,400.00

运费 11,550,000.00 22,915,180.70 31,459,714.90 23,155,431.60

甲醛、液碱等其他原

材料

12,227,889.00 37,680,007.28 52,970,587.92 34,239,187.87

合计 54,108,235.05 134,891,626.48 189,374,129.61 127,839,253.76

（续）

使用明细 6月 7月 合计

亚氨基二乙腈 35,000,000.00 30,000,000.00 171,711,152.84

黄磷 44,865,599.13 22,880,000.00 150,448,163.13

煤 22,620,269.56 25,568,800.00 97,665,198.35

甲醇 6,310,000.00 8,450,000.00 55,885,400.00

运费 25,761,570.51 17,218,829.30 132,060,727.01

甲醛、液碱等其他原材料 21,850,931.97 37,618,686.63 196,587,290.67

合计 156,408,371.17 141,736,315.93 804,357,932.00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及资金流水进行了核对， 抽取大额

资金支出追查到最终交易对手，并对相关的财务凭证、付款及审批单据、采购合同、发票等进行

了核对，对资金支付按内容、供应商、支付时间进行了排序分析与分类汇总。

经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可以确认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相关原因如公司所述。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集中于七、八月份使

用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和汇总结算2一7月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背书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

付的原材料采购款及运费的金额所致，原因合理。

二、会计师出具的鉴证报告显示，公司永久补流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及购买

原材料、天然气、电力、煤。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生产计划、实际生产规模、销售规模

等情况，说明募集资金大量用于采购原材料、天然气、电力、煤的合理性；（2）上述银行借款的

发生时间、借款方、借款用途、约定还款时间、实际还款时间，并说明2019年6月底短期借款及长

期借款较年初不降反增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募集资金大量用于采购原材料、天然气、电力、煤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永久补流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联碱、双甘膦、草甘膦产品生产用原材料、天然气、电

力、煤的采购。

（1）联碱、双甘膦、草甘膦产品1一8月产销情况

产品 设计产能 年计划产量（吨） 1一8月产量（吨） 1一8月销量（吨）

1一8月占全年产量计

划完成率

碳酸钠 110万吨/年 1,100,000.00 810,986.00 828,333.63 73.73%

氯化铵 110万吨/年 1,100,000.00 833,468.75 913,306.79 75.77%

草甘膦 5万吨/年 50,000.00 39,043.18 37,863.38 78.09%

双甘膦 18万吨/年 180,000.00 117,482.40 111,310.08 65.27%

（2）联碱、双甘膦、草甘膦产品1一8月生产资金需求量

公司联碱产品成本构成中，工业盐、天然气、电力、煤等原材料及动力占比近75%；双甘膦产

品成本构成中，亚氨基二乙腈、黄磷、天然气、电力、煤等原材料及动力占比近90%；草甘膦产品

成本构成中，双甘膦、电力等原材料及动力占比超过80%。故按以上产品的计划达产率、生产成

本构成计算，联碱、双甘膦、草甘膦产品1一8月的生产资金需求量分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

1一8月占全年产量计

划完成率

年生产资金需求

量

1一8月生产资金需

求量

原料、动力占成

本比例

1一8月原料、动力采购资

金需求量

碳酸钠 73.73%

202,400.00 151,800.00 75.00% 113,850.00

氯化铵 75.77%

草甘膦 78.09% 20,000.00 15,600.00 80.00% （注）

双甘膦 65.27% 248,400.00 161,460.00 90.00% 145,314.00

合计 470,800.00 328,860.00 259,164.00

注：草甘膦生产用主要原材料双甘膦均为自产产品，故不预计外购资金需求。

公司2019年原料、动力采购资金资金需求量约37.54亿元，高于2018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27.08亿元，主要原因系：①2018年部分采购系直接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支付，该

部分未计入现金流量表；②2019年联碱产品、双甘膦等产品产能有提升，造成采购资金需求增

加。

公司1一8月原料、动力采购资金预计为25.92亿元，实际使用永久补流募集资金支付17.09

亿元，募集资金使用规模合理。

2、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方 借款时间 借款用途 约定还款时间 实际还款时间 还款金额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3/16

购买原材

料

2019/3/14 2019/2/20 30,112,500.00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4/3

购买原材

料

2019/4/3 2019/2/25 30,015,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4/12

购买原材

料

2019/4/11 2019/3/1 40,040,000.00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5/10

购买原材

料

2019/5/9 2019/3/6 20,032,500.00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5/16

购买原材

料

2019/5/15 2019/3/8 30,056,250.00

6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乐山市五

通桥区支行

2018/7/30

购买原辅

料

2019/7/26 2019/7/2 150,000,000.0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7/5

购买原材

料

2019/7/3 2019/7/3 40,060,000.0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五通桥支行

2018/8/2

购买原材

料

2019/7/19 2019/7/3 13,457,957.55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7/10

购买原材

料

2019/7/8 2019/7/8 40,085,000.00

1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乐山市五

通桥区支行

2018/7/30

购买原辅

料

2019/7/26 2019/7/26 150,000,000.00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7/31

购买原材

料

2019/7/29 2019/7/29 25,025,00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8/1

购买原材

料

2019/7/29 2019/7/29 40,040,000.00

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8/17

购买原材

料

2019/8/16 2019/8/1 30,041,616.67

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018/8/22

购买原材

料

2019/8/20 2019/8/1 30,041,616.67

669,007,440.89

2019年6月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0,706.15万元，主要原因系为应对银行贷款

集中到期还款需要， 预防存量短期贷款到期还款后不能及时再放款而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风

险；同时由于募集资金临时补流到期归还将占用公司较多流动资金，因此公司通过短期借款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9年6月底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4,900.00万元，原因是公司调整债务结构。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公司1一8月的联碱、双甘膦、草甘膦产量数据进行了复核，同时结合上年度联碱、双

甘膦、 草甘膦的单位生产成本与成本构成数据对1一8月的生产资金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性复

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的相关借款合同、还款单据进行核对。

经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可以确认公司使用大量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原材料、天然气、电力、煤

与公司实际生产情况匹配，具有合理性；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情况如公司所述，银

行借款余额较年初增长具有合理性。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原材料、天然气、电力、煤与公司生产

经营规模相匹配， 具有合理性；2019年6月底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较年初增长系出于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具有合理性。

公司年审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就以上问题发表意见的回复函，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三、半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余额6亿元，较年初下降55.16%。请公司补充披露：（1）货币

资金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 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

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公司回复：

（1）公司期初货币资金1,337,942,769.69元,期末货币资金599,684,968.44元，减少货币资金

738,257,801.25元。本期公司除日常生产经营现金流出外，收购乐山涌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涌江实业” ）支付现金653,011,251.78元，回购股票支付现金250,000,167.92元，两项支出合

计903,011,419.70元。因此，公司半年报货币资金较年初大幅减少是合理的。

公司为保障供应链安全和获取上游资源，于2018年12月签订协议收购涌江实业。该交易没

有达到公司临时公告的披露标准，亦不是关联交易，故公司未就此事项进行单独披露。公司已

在2019年半年度报告对收购涌江实业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2）经公司核实，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

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四、请公司董事、监事就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合理性等方面发表明确的意见，并说明是否履

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公司回复：

公司董事、监事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根据各自职责权限，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和变更投向及使用

等相关事项履行了相应的职责。 秉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参与公司2015年非公开项目相关工作管

理及决策。

公司董事、监事就公司2015年非公开项目具体开展的工作包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非公

开发行；董事会、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审阅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账户的公告以及会计师、保

荐机构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等，公司独立董事也根据独立董事相关制度规范发表了明确意见。

公司对前述事项均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监事就此发表明确意见，在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合理性等方面履行了勤勉尽责义

务。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000930� � � �公告编号：2019-060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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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粮生化” ）已于2019年9月

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中粮生化：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19-058）。为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

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现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9日-2019年9月20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19年9月19日15:00至2019年9月20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或参

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中粮广场A座7层5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关于补选孙灯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由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提交。具体内容请查阅

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对上述所有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孙灯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9月12日9:00－11:30、13:00－17:00

3、登记地点：蚌埠市中粮大道1号中粮生化 董事会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2)�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

份证件复印件、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3)�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

(4)�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

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股票账户卡。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代

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或者

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参加现场会议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2。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1号

联系人：孙淑媛

联系电话：0552-4926909

传真号码：0552-4926758

电子信箱：zlshahstock@163.com

2、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出席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中粮生化：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0；

2、投票简称为：中粮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9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孙灯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案》

√

说明：请在议案各选项中，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栏中用“√” 选择一项，多选无

效。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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