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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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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现

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哈森” ）收到河南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书信息

证书编号：HA20190081

企业名称：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商丘市梁园产业集聚区新兴路166号

认证范围：小容量注射剂（2车间，含非最终灭菌，激素类）

有效期至：2024年11月26日

发证机关：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子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商丘市梁园区振兴路西侧新兴路北侧166号

法定代表人：吴泉

注册资本：8,329.00万元

经营范围：药品（含中药）、消毒产品、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饮料、瓶装饮

用水的生产、销售；医药原料中间体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

（场地）租赁；医药技术咨询。

现代哈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00%股权。

三、GMP证书涉及的生产车间情况

该车间为原GMP证书认证到期后再认证，无相关工程费用投入。本次通过

GMP认证的车间为现代哈森2车间，该车间共有3条生产线。具体情况如下：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号生产线 135万支/天 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

2号生产线 55万支/天 氯化钠注射液、灭菌注射用水

3号生产线 100万支/天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四、产品的市场情况

本次通过GMP认证的车间所生产的产品2018年销售收入合计15,155.26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

2018年收入金额

（万元）

1 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镇吐药 708.92

2 维生素B6注射液 1ml:50mg 化学药品 用于维生素B6缺乏的预防和治疗，防治异

烟肼中毒；也可用于妊娠、放射病及抗癌药

所致的呕吐，脂溢性皮炎等。

147.60

3 维生素B6注射液 2ml:0.1g 化学药品 432.68

4 二羟丙茶碱注射液 2ml:0.25g 化学药品

用于支气管哮喘、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慢

性阻塞性肺气肿等以缓解喘息症状。

1,679.73

5 曲克芦丁注射液 2ml:60mg 化学药品

用于闭塞综合征、血栓性静脉炎、毛细血管

出血等。

275.76

6 曲克芦丁注射液 10ml:0.3g 化学药品 150.54

7 维生素K1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用于维生素K缺乏引起的出血。

2,480.08

8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注射

液

1ml:4mg 化学药品 742.26

9 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1ml:0.2g 化学药品

抗菌药

524.95

10 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2ml:0.6g 化学药品 257.82

11 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抗变态反应药物 210.82

12 利巴韦林注射液 1ml:0.1g 化学药品 抗病毒药物 135.10

13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

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解痉药 628.29

14 西咪替丁注射液 2ml:0.2g 化学药品 治疗胃肠道药物。 1,082.68

15 肌苷注射液 2ml:0.1g 化学药品 用于白细胞或血小板减少症。 236.19

16 复方氨林巴比妥注射液 2ml 化学药品 用于急性高热时的紧急退热。 4,928.19

17 灭菌注射用水 5ml 化学药品

补充电解质

85.52

18 浓氯化钠注射液 10ml:1g 化学药品 15.44

19 氯化钠注射液 10ml:90mg 化学药品 39.20

20 氨甲苯酸注射液 5ml:50mg 化学药品

用于因原发性纤维蛋白溶解过度所引起的

出血。

0.00

21 氨甲苯酸注射液 10ml:0.1g 化学药品 0.00

22 氨甲环酸注射液 5ml:0.25g 化学药品 0.26

23 氢化可的松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及垂体功能减退

症。

39.65

24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ml:5mg 化学药品

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

病。

69.93

25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ml:2mg 化学药品 283.65

合计 15,155.26

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同类生产企业上述药品的销售数据。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现代哈森获得《药品GMP证书》为原有证书到期后进行的再认证，表

明其相关生产线符合新版GMP要求，有利于现代哈森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

和生产能力，从而满足市场需求。本次获得《药品GMP证书》将不会对公司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行业的固有特点，各类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

境、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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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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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委托理财履行的审批程序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20日、

2019年5月1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批准的委托理财额

度范围内进行理财，委托理财额度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且该额度在有效

期内可以滚动使用,�但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投资的

单个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公司与委托理财受托方的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商业性银行，公司与各

银行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截至本公告日，2019年度已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如下表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收益金额

（万元）

资金来

源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HY19230103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 2019/1/14 2019/4/30 是 1,190.68

自有资

金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一期产品294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0 2019/1/10 2019/5/2 是 1,022.44

自有资

金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保本100%挂钩利

率）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0 2019/1/11 2019/5/2 是 1,036.93

自有资

金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4039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192T0139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 2019/1/11 2019/4/11 是 511.64

自有资

金

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HY19230167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0,000 2019/1/16 2019/5/2 是 836.16

自有资

金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大榭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4558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193T0158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 2019/1/31 2019/7/1 是 134.04

自有资

金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100%保本挂钩利

率）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0 2019/4/15 2019/5/21 是 207.12

自有资

金

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19231634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0 2019/6/24 2019/12/30 是 1578.28

自有资

金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100%保本挂钩利

率）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 2019/6/26 2019/12/25 是 757.92

自有资

金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2019/6/26 2019/12/26 是 192.53

自有资

金

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9/7/4 2019/11/4 是 68.24

自有资

金

12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100%保本挂钩利

率）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19/9/4 2019/12/4 是 9.47

自有资

金

13

中信银行宁波大榭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8816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9/9/4 2019/12/4 是 47.37

自有资

金

四、截至本公告日，2019年度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如下表：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

源

1

浙商银行宁波分

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3,000 2019/9/6 2020/3/6 否 3.80%

自有资

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余额为0.3亿元人民币，未超过股

东大会审批的60亿元委托理财上限。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1

债券代码：114361� � � �债券简称：18天原0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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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3日与宜宾

市叙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了《宜宾市叙州区盐坪坝长江大桥及

连接线工程PPP项目（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货币补偿协议书》，征收所涉及金额为32,376,732.90元。

详见2019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书的公告》（2019-067）。

二、收到征收补偿资金的情况

2019年12月30日， 公司收到宜宾县征地拆迁服务中心拨付的征收补偿资金

32,376,732.90元。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2

债券代码：114361� � � �债券简称：18天原0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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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宜宾海

丰和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和锐” ）2019年12月31日收到江安县财政局县

级财政科技环保补助资金1,742.1万元，科技补助资金224.92万元。

同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宜宾天原海丰和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

和泰” ）收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2019年第一批工业发展资金360万元，江安

县财政局县级财政科技补助资金532万元。

上述资金已分别划拨到海丰和锐、海丰和泰资金账户。

截止披露日，本年度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共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

计5,331.44万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利润的34.36%。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共计1,321万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27%。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公司获得

的政府补助中除2019年第一批工业发展资金360万元是与资产相关的财政补助

外，其他三笔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

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披露所收到的收益性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本年度利润2,203.97万元，最

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3

债券代码：114361� � � �债券简称：18天原0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芭蕉溪水电站部分机组

恢复发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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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2019年8月2日晚至2019年8月3日凌晨， 公司控股子公司马边长和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和电力)所在地马边县遭受五十年一遇的强降雨，马边县

城多处受灾。长和电力下属芭蕉溪水电站厂房内所有发电机组及电气设备被淹

没。 详见2019年8月6日公司披露的 《关于下属子公司受到暴雨影响的公告》

（2019-034）。

二、进展情况

经公司上下全力抢险抢修，目前芭蕉溪3#机组已经恢复发电。同时，另外两

台机组也正在抓紧抢修中，由于目前正处于冬季枯水期，不会对芭蕉溪电站发

电造成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688� � �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01

债券代码：113548� � � �债券简称：石英转债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通过日本TEL认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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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近日，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接到日本东京电子株

式会社（下称“TEL” ）通知，公司生产的半导体领域用系列石英产品通过其官

方认证。认证范围：透明石英母材（管、棒、砣）；认证类别：原料；应用领域：半导

体制程领域的扩散环节。

目前， 全球通过TEL半导体制程领域扩散环节高温石英材料认证的原料供

应商仅有德国贺利氏（Heraeus）和美国迈图（Momentive）等少数企业。

二、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获得TEL认证， 表明公司生产的半导体用石英系列产品已经具备进入

TEL国际供应链体系的市场准入条件， 有利于扩大公司与TEL及其下游用户的

市场合作空间。

三、风险提示

由于宏观经济、国际贸易环境、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该领域产品市场开

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3688� � �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02

债券代码：113548� � � �债券简称：石英转债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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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第6348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18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

好的财务收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第6348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金额（万元） 5,00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3.60%或3.65%

预计收益金额（元） 912,328.77/925,000.00

产品期限 185天，自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07月03日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

参考年化收益率 /

预计收益（如有）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理财产品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等风险，从而可

能对委托资产和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为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

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

具体投资理财方案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董事会办公室负责理财产品业务的

各项具体事宜，包括提出理财额度建议、理财产品选择、理财风险评估、选择合

作机构、制定和实施理财计划等；

2、 公司财务部配合做好理财投资业务。负责对投资理财产品进行日常监

控，通过建立台账对公司投资理财情况进行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

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

与监督，每个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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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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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

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5、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二、 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 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30日

2 受托方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海县支行

3 产品名称 “汇利丰” 2019年第6348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4 认购金额（万元） 5,000.00

5 产品挂钩标的 欧元/美元汇率

6 产品期限 185天

7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8 起息日 2019年12月31日

9 到期日 2020年07月03日

10 预期年化收益率 3.65%/年或3.60%/年

11 预期收益计算方法

投资人收益=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年化收益率×结构性存

款实际天数÷365，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具体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派发

为准

12 产品收益说明

a)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始终位于参考区间内，则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

化收益率为3.65%/年。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0.00%/年后，实际支付给投资

者的净收益率为 3.65%/年；

b)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突破了参考区间，则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

化收益率为3.60%/年。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0.00%/年后，实际支付给投资

者的净收益率为3.60%/年。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由中国农业银行100%投资于同业存款、同业借款等

低风险投资工具，收益部分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型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等级低，符合

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在购买的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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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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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288）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5,218,927.45 1,533,149,539.97

负债总额 106,915,557.07 101,485,757.07

净资产 1,408,303,370.38 1,431,663,78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77,289.00 38,409,796.50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5,000.00万元，占2019年

第三季度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7.38%。 本次委托理财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收益，获取更多的回报。且本次委托理财的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理财期限较短，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

成重大的影响。

五、 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有保本约定的、较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属

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确保资金

安全的基础上， 合理利用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19年10月10日起一年。详细内容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2019-057）。

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 - 7,0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 - 10,000.00

3 券商理财产品 2,500.00 - - 2,500.00

4 券商理财产品 2,500.00 - - 2,50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 - 5,000.00

合计 27,000.00 - - 2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1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7,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00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1月02日

股票代码：600240� � � �股票简称：退市华业 编号：临2019-215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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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资本” 或“公司” ）于

2019年1月31日披露《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编

号：临2019-013），相关案件的情况详见上述公告。近日，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

（2018）津民初150号《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 告：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租” ）

被告一：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华” ）

案 由：借款合同纠纷

二、（2018）津民初150号《民事判决书》相关内容

原告中金租与被告华业资本、高盛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已于2018年12

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

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

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华业资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金租本金332,� 583,�

387.� 96元,期内利息13,� 788,352.96元，自2019年1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

利息（以本金332,583,� 387.� 9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 5%计算）,�违约金（自2018

年10月15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分别以到期

未付利息6,� 374,� 514.� 94�元、6,� 374,514.� 94元、1,� 039,� 323.08元为基数，按日万

分之五计算）；

2、被告高盛华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14037号的房产对

本判决第一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中金租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3、 原告中金租对被告高盛华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

514037号房产产生的全部销售收入、 租金收入及管理费等现有及将有的全部应

收账款对本判决第一项给付事项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告高盛华对本判决第一项给付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在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华业资本追偿；

5、驳回原告中金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原告中金租、被告华业资本、被告高盛华共同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公司将根据

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初150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220� � �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2020-001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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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项目各省已陆续开标公示、公示期已满，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

能否最终签订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本项目总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可能存在最后金额总量不及预

估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项目时间范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为止。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了“中国移动2020年

至2021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投标。中国移动采购与招

标网（http://b2b.10086.cn）于近日发布了相关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告，公

司为其中17个省19个标段的中标候选人，预估中标总金额182,871.03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内容：本项目为集中招标项目。中国移动2020年至2021年通信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服务需求，包括无线主设备（含天馈线）、核心机房设备、传输设备（不

含一干）以及电源配套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具体如下：

范围 定义

无线主设备

无线网主设备（包含但不限于2G、3G、4G、5G、NB设备，含应急通信车，不含室分系统）和室外WLAN（含天馈系统）

及电源配套设备（不含市电引入）的施工服务。

核心机房设备

包含移动通信网、数据承载网、业务网、支撑网的主设备及相关电源等配套施工。除省内项目以外还包括总部立项各省

公司承建的通信设备施工项目（除一干传输设备施工工程）。

二干传输设备 省内城域网之间的骨干网络传输设备及电源等配套施工。

骨干汇聚层传

输设备

城域传送网传输设备及电源等配套设备施工（不含市电引入）。

接入层传输设

备

接入层传输设备（含微波传输设备）设备及电源等配套施工（不含市电引入）（已纳入集客专线统一施工的除外）。

时间范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为止。

公司中标标段基本情况：

序号 省份 中标标段

标段总金额

（万元）

中标份额

中标金额

（万元）

1 北京 标段3：无线主设备+传输接入 60,000.00 12.00% 7,200.00

2 上海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设备 111,477.00 10.00% 11,147.70

3 广东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设备（含基站末端

管线接入）

436,428.14 8.01% 34,957.89

4 江苏

标段1： 核心机房+二干+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

设备

224,250.00 7.00% 15,697.50

5

湖北

标段1：核心机房 4,500.00 100.00% 4,500.00

6 标段2：二干+骨干汇聚+接入 30,000.00 15.00% 4,500.00

7 标段3：无线主设备 105,000.00 16.00% 16,800.00

8 福建

标段1： 核心机房+二干+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

设备

78,000.00 14.00% 10,920.00

9 辽宁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设备 74,520.00 17.00% 12,668.40

10 安徽 标段3：无线主设备 79,024.50 13.00% 10,273.19

11 广西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设备 78,633.00 11.88% 9,341.60

12 云南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设备 78,795.00 10.00% 7,879.50

13 山西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设备 35,358.00 25.00% 8,839.50

14 内蒙古

标段1： 核心机房+二干+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

设备

28,237.50 18.00% 5,082.75

15 甘肃 标段2：骨干汇聚+接入+宏基站 12,340.00 27.00% 3,331.80

16 陕西

标段1： 核心机房+二干+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

设备

120,169.17 9.35% 11,235.82

17 河北

标段1： 核心机房+二干+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

设备

54,561.47 5.50% 3,000.88

18 山东 标段3：骨干汇聚+接入 21,450.00 11.00% 2,359.50

19 青海

标段1： 核心机房+二干+骨干汇聚+接入+无线主

设备

16,500.00 19.00% 3,135.00

合计 182,871.03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 主要招标人分别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湖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

西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

网址为:http://b2b.10086.cn。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后， 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业务发展及市场拓展产生积极作

用，对公司2020年-2021年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一）本项目各省已陆续开标公示、公示期已满，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

书，能否最终签订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项目总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可能存在最后金额总量不及

预估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项目时间范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为止。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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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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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2019年9月30日-2019年12月30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3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国债逆回购或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该笔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六兵先生及其授权人士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调整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购买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10,000万

元理财产品于2019年12月30日到期。 公司收回本金10,000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

92.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收益（万

元）

1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CWH01311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0日 92.00

合计 10,000 92.00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CWH00986

13,000 13,000 249.48 0.00

2

共赢利率结构24309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80.35 0.00

3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CWH01046

10,000 10,000 189.48 0.00

4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

性存款

2,000 2,000 41.68 0.00

5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CWH01199

13,000 13,000 124.19 0.00

6

共赢利率结构28081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4,000 4,000 42.51 0.00

7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CWH01311

10,000 10,000 92.00 0.00

8

共赢利率结构30347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15.84 0.00

合计 61,000 61,000 835.53 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9,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9.1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7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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