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明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赵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卢赵月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857,119,017.80

819,117,564.49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7,033,569.60

638,025,466.41

1.41%

营业收入（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88,306,045.07

-1.02%

299,876,403.59

-1.89%

3,386,426.79

-31.41%

11,384,103.19

4.95%

2,444,748.90

-41.40%

6,732,631.79

37.64%

14,319,468.87

394.32%

18,108,293.99

1,30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元）

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吴明根先生主持。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57

-31.28%

0.0862

4.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57

-31.28%

0.0862

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25%

1.77%

0.06%

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195,050.39
-1,297,901.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主要系当期政府补助收入以及递延收益本期
摊销
主要系理财收益收入
主要系外汇衍生产品公允价值变化及本期履
约所致

-5,310.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5,772.19

合计

4,651,471.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71

报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
如有）

持股比例

□ 适用 √ 不适用

州***营业部累计质押的1,256万股公司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数的18.46%，占公司总股本的9.52%。

□ 适用 √ 不适用

68,042,700

0

5.52%

7,286,400

5,464,800

漳州市笑天投资管理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4.50%

5,940,000

0

赵爱娱

境内自然人

3.68%

4,860,900

3,645,675

李卫峰

境内自然人

3.00%

3,960,000

2,970,000

吴晨璐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吴展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1.78%

2,344,700

0

杨海岳

境内自然人

1.50%

1,980,000

1,485,000

蔡艺平

境内自然人

1.18%

1,554,538

0

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适用 □ 不适用

七、委托理财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证券代码：002779

86.32%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模具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72,688.55

3,169,616.86

-56.69%

主要系报告期海关保证金减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151,424.18

453,583.27

374.32%

主要系报告期厂房装修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主要系报告期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59,010,514.00

32,711,274.00

80.40%

应付职工薪酬

6,894,770.24

10,109,403.30

-31.8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发放薪酬影响所致。

券商理财产品

2,545,597.09

1,779,069.99

43.09%

主要系报告期应交房产税增加所致。

合计

其他应付款

7,236,751.05

3,048,793.69

137.36%

主要系报告期预收模具费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1,214,400.00

-

100.00%

主要系外汇衍生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其他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所得税费用
现金流量表项目

变动幅度

2018年1-9月

3,054,018.20

1,927,714.87
0.00

-100.00%

-591,980.57

-1,636.27

-36078.66%

2019年1-9月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社保税费返还所致。
主要系外汇衍生产品公允价值变化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加计扣除影响所致。

变动幅度

2018年1-9月

人民币普通股

68,042,700

人民币普通股

5,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5,000

吴展

3,4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5,000

江安东

2,3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4,700

吴明根

1,82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1,600

蔡艺平

1,554,538

人民币普通股

1,554,538

蔡雅玲

1,385,467

人民币普通股

1,385,467

1,215,225

人民币普通股

1,215,225

1,0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明根先生、赵爱娱女士、吴晨璐女士、吴展先生之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前10名股东中，漳州市笑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940,000股；江安东通过证券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44,700股。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08,293.99

-1,502,452.08

1305.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31,651.51

-49,816,487.42

48.35%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回款增加及购买商品减少所
致。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9,612.51

-4,752,000.00

47.40%

主要系报告期股利支出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635,995.98

-55,953,216.43

84.57%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回款增加、购买商品及理财产
品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持有公司股份6,804.27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1.55%。中坚机电累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3,5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披露日期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3）

2019年0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

2019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2019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30）
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9年0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2019年09月21日

巨潮资讯网 （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31）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019年03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9年06月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未提供书面资料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及生产经营状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明根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0,000,000元。

银行保本型产品公告共计27个。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18-97）、《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公告。

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10）、《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单位：元
受托人名
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总额

期限

投资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到期收益

1

共赢利率结构22632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70,000,000

2018年11月2日至
2018年12月5日

33天

3.55%

224,671.23

2

共赢利率结构22715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650,000,000

2018年11月2日至
2018年12月28日

56天

3.90%

3,889,315.07
4,453,150.69

共赢利率结构23716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430,000,000

2019年1月3日至
2019年4月3日

90天

4.20%

共赢利率结构24202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250,000,000

2019年1月18日至
2019年2月19日

32天

3.8%

832,876.71

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26）、《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5

共赢利率结构2480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120,000,000

2019年2月22日至
2019年3月27日

33天

3.45%

374,301.37

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27）、《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6

共赢保本步步高B

保本浮动
收益

150,000,000

无固定到期日，
2019年2月28日购买。 每个工作日可进
行实时赎回。

收益率将根据实
际情况浮动。

2019年6月13日，公 司 赎
回 本 金 70,000,000元 ， 获
得 理 财 收 益 483,671.23
元。

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12）、《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28）、《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29）、《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47）、《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48）、《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55）、《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56）、《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57）、《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58）、《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65）、《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66）、《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77）、《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3
4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
分行

7

共赢利率结构25468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120,000,000

2019 年 3 月 29 日 至
2019年4月28日

30天

3.8%

374,794.52

8

共赢利率结构25708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400,000,000

2019年4月4日至2019
年6月3日

60天

3.83%

2,518,356.16

9

共赢利率结构26212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120,000,000

2019年5月6日至2019
年6月5日

30天

3.6%

355,068.49

10

共赢利率结构26826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400,000,000

2019年6月6日至2019
年7月22日

46天

3.7%

1,865,205.48

11

共赢利率结构27905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200,000,000

2019 年 7 月 26 日 至
2019年9月2日

30天

3.45%

718,356.16

12

共赢利率结构27906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200,000,000

2019 年 7 月 26 日 至
2019年11月7日

90天

3.73%

未到期

13

共赢利率结构28766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200,000,000

2019年9月6日至2019
年10月9日

33天

3.30%

596,712.33

14

共赢利率结构29471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200,000,000

2019 年 10 月 9 日 至
2019年10月23日

14天

2.5%

191,780.8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产品余额为人民币280,000,
000元。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余额为
人民币0元。
特此公告。

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78）、《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85）、《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董事会

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86）。

2019年10月23日

公告编号：2019-065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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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6.54%； 公司大股东天奇投资持有公司股份42,465,17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46%，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2,465,1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资” ）的通知，获悉黄伟兴先生将其用于天奇投资补充质押的股份办理了解除

的11.46%,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100%。
三、大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风险
天奇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伟兴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其质押
的股份目前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如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1）黄伟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
国联证券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8.72%

融资需要

-

18.72%

-

2020年9月2日
-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黄伟兴

是

7,500,000

2018年10月17日

2019年12月19日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2%

解除质押

合计

-

7,500,000

-

-

-

12.02%

-

上述情况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相关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兴先生名下尚有14,639,319股股份可用于天奇投资补充质押；（2）天奇投资可采
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公司大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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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10号公司二楼会议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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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1、 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壹仟贰佰柒拾陆万柒仟壹佰贰拾陆元整 （小写
12767126元整）；

2019年7月4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安源煤业关于子公司江西省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涉及诉

2、 判决被告从2017年1月10日起按每日0.084%赔偿原告损失至履行完毕之
日，截止2017年11月16日计叁佰叁拾肆万陆千元整（小写3346000元整）；

讼的进展公告》（2019-042），对控股子公司江西省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

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其它费用。

简称“交易中心” )诉中海宏祥铜业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宏祥” ）买卖

三、一审情况

合同纠纷案诉讼进展（一审判决）进行了披露。

2019年6月14日，南昌中院作出（2017）赣01民初508号民事裁定：

院” ）对本案已作出民事裁定。现将诉讼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驳回原告江西省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118478.76元，退回江西省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四、二审情况

起诉讼。南昌市中院已受理了本案。

交易中心不服南昌中院判决，向江西省高院上诉，请求撤消一审裁定，指令南
昌中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二、诉讼案件事实及请求

江西省高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赣民终431号二审裁定：

(一) 本案事实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12月交易中心与中海宏祥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交易中心向中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生纠纷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交易中心如约向中海宏祥交付货物，中海宏
款，中海宏祥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截止起诉之日，中海宏祥尚欠交易中心货款
12767126元整。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法院认为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将移送至公安机关。公司因该笔应收
款项有对应的应付款项，故对本期利润及后期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诉讼请求

证券代码：603977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19临074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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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 、“公司” ）于2019年8月
1日披露了《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及
相关文件。2019年9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25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
补充、修订与更新，并于2019年10月15日披露了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修改
与更新，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在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之“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对本次交易的背景进行了补充说明；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 之“
（五）商
誉减值风险” 、“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之“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 之“
（五）商誉
减值风险” 和“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 对商誉减值风险进行了补充说明；
3、在重组报告书“
第六章 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情况” 之“六、其他事项” 之
“
（六）配募发行可转债设置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对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向上修正条款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原因及合理性审议补充说明；
4、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与

证券代码：603496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大股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大遗漏。

议于2019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3日以现场表决与通

证券简称：恒为科技

经营成果分析” 之“
（二）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之“3、主营业务毛利率分析”
对标的资产毛利率处于行业合理水平及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进行了补充说明；
5、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分析” 之“
（一） 标的公司财务状 况分 析” 之“
1、资 产 情况分 析” 之
“
（3）应收账款” 对太格时代2018年坏账损失较报告期以前年度增幅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进行了修订；
6、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 之“
（二）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经营成果分析” 之
“
1、 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分析” 对上市公司分业务营业收入情况进行了补充说
明。
7、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 对其他业务
的影响” 之“
的具体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公告编号：2019-071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大股东黄伟兴持有公司股份62,389,317股，占公司股份

东黄伟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奇投

事项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

三、备查文件

总数的 16.84%，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7,749,9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89%,占

质押，同时天奇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

告全文及正文》。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祥仅向交易中心支付了部分货款。此后，交易中心多次要求中海宏祥支付剩余货

况（含本次）。

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02）、《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银行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9-08）、《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公告编号：2019-032

宏祥供货，货到十个工作日付款，如中海宏祥违约按0.084%赔偿交易中心损失，产

（二）2018年10月30日至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情

序号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2017年12月11日，交易中心因与中海宏祥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南昌市中院提

（一）2017年10月13日至2018年10月12日，公司披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至2018年10月12日，刊登在《证券时

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9-03）、《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证券代码：002779

一、本案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4日、6月7日、6月14日、7月22日、7月25日、9月2日、9月4日、10月9日在 《证券时

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8-112）、《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

近日，公司接到交易中心通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省高

益合计人民币191,780.82元。

银行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2018-106）、《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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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情况

20日、2月23日、3月1日、3月28日、3月30日、4月4日、4月5日、4月30日、5月7日、6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2019年07月25日
2019年08月26日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西省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及结果的公告

公司在前期产品到期后，根据资金使用情况，在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

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12月6日、12月29日以及2019年1月4日、1月19日、2月

规定。

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9-052
公司债券代码：122381
公司债券简称：14安源债

收回本金合计人民币200,000,000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2.5 %，获得理财收

-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公司后续经营计划，未提供书面资料

特此公告。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刊登在

2019年10月22日

接待对象类型
个人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019年10月23日到期赎回上述保本型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7,950,000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接待方式

电话沟通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产品，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董

7,950,000

徐晓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通过柜台操作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

-

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1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银行保本型产品的公告》（2018-95）。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行的保本型产品一一共赢利率结构2947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金额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于2019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3日在浙江省永康市经

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行保本型产品的议案》，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2,000万元的闲

公告编号：2019-033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2019年02月20日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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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了公司

是

0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年02月19日

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质权人

0

12,022.94

况

接待时间

前提下，于审批额度内继续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质押到期日期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2,022.94

17,0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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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开始日期

未到期余额
17,000

√ 适用 □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19-89

质押股数（
股）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具体类型

变动原因说明
58.43%

-1,214,400.00

数量

3,465,000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单位：万元

应交税费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5,940,000

余燕

√ 适用 □ 不适用

变动原因说明

4,455,472.11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68,042,700

赵爱娱

变动幅度

8,301,263.45

3,960,000

吴晨璐

合计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40.40%。具体情况如下：

漳州市笑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天奇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董事会

□ 适用 √ 不适用

35,200,000

股份种类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00%，累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3,520万股，占公司控股股东、

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特此公告。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证券代码：002009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适用 √ 不适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证券代码：000899

三、备查文件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重要事项概述

股东名称

告编号：2019-03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预付款项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请详见于2019年10月24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
见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2017年6月28日、2017年11月27日、2018年2月9日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

的26.6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712万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股数量
51.55%

境内自然人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019年1月23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解除了其分别于2016年10月24日、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吴明根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

√ 是 □ 否

说明

1,364,085.8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 融 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公告编号：2019-034

161,319.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股东性质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 适用 √ 不适用

行约定购回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证券代码：002779

第三节 重要事项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国公司法》和《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本报告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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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恒为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董事俞浩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股524,5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88%。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19年8月16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俞浩明先生拟通
过集 中竞价 交 易 或大宗交 易 方式减 持不超过65,000股 （即占公司总 股 本的
0.0321%）（具体内容详见2019-058 《董事和监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截至
2019年10月23日，董事俞浩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30,000股，占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总数524,586股的5.7188%，占公司总股本
的0.0210%。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计划时间过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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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浩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24,586

0.2588%

IPO前取得：524,586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包含2017、2018年度权益分派后转增的股数。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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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减持总金额（

当前持股数量
（
股）

当前持股比例

俞浩明

30,000

0.0148%

2019/9/9 ～2019/10/23

集中竞价交易

22.20 -23.00

684,450.00

494,586

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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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事俞浩明先生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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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俞浩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
持股份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方式存在不确定风险。减持期间如遇法律
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进行减持。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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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