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77� � �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20-003

债券代码：128070� � � �债券简称：智能转债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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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0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16,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已于2019年8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一）2019年12月13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订相关理

财协议：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30907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代码：C196Q01YX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4.投资期限： 2019.12.13-2020.01.17

5.预期年化收益率：3.35%-3.75%

6.投资金额：4,000万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情况及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96）。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1月17日到期赎回， 款项已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共赢利率结构30907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存续天数35天， 获得收益

128493.15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

率

备注

1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8623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1,000 2019.8.28 2019.9.11

2.50%-2.

90%

已赎回，获得收

益9,589.04元

2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8624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3,000 2019.8.30 2019.10.8

3.25%-3.

65%

已赎回，获得收

益104,178.08元

3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8625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4,000 2019.8.30 2019.12.12

3.60%-4.

00%

已赎回，获得收

益410,301.37元

4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

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2,000 2019.8.30 2019.10.8

3.40%-3.

50%

已赎回，获得收

益72,657.53元

5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2

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2,000 2019.8.30 2019.11.1

3.50%-3.

60%

已赎回，获得收

益120,821.92元

6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

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3,000 2019.8.30 2019.12.2

3.60%-3.

70%

已赎回，获得收

益278,136.99元

7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9472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3,000 2019.10.11 2019.11.14

3.45%-3.

85%

已赎回，获得收

益96,410.96元

8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2

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2,000 2019.10.14 2019.12.16

3.40%-3.

50%

已赎回，获得收

益117,369.86元

9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30347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2,500 2019.11.15 2019.12.19

3.40%-3.

80%

已赎回，获得收

益79,178.08元

10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

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1,000 2019.11.18 2020.02.17

3.60%-3.

70%

未到期

11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

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2,000 2019.12.09 2020.03.09

3.60%-3.

70%

未到期

12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30907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4,000 2019.12.13 2020.01.17

3.35%-3.

75%

已赎回，获得收

益128493.15元

三、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78� � � �证券简称：武进不锈 公告编号：2020-009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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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5月20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

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范围包括购买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债券、金融衍生

品、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对象不能为公司关联方）、参与资产管理计划等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投资品种。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资金可以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授权董事长行使

该项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

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成立日期 期限 业绩基准 投资金额 收益情况（元）

1

中冀永泰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中冀永泰-增盈定向

融资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2019-7-16 6个月 8.00%/年 1,000万元

本金全部收回，

获得收益403,

287.67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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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3,000 124.5

2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433.27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8.99 -

4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132.12 -

5 信托理财产品 8,000 8,000 306.29 -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25,34 -

7 银行理财产品 11,000 11,000 80.35 -

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35.34 -

9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 - 8,000

10 其他 1,000 1,000 40.33

1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13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合计 75,000 54,000 1,416.52 21,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8.4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1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1,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9,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

注：若出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0-005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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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51,000万元到61,000万元，同比增加100%到120%。

2、公司本次业绩预增主要是由于主营收入稳步增长及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24,000万元到30,000万元，同比增加56%到7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50,807.97万元）相比，将增加51,000万元到61,000万元，同比增加

100%到120%。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42,

760.36万元）相比，将增加24,000万元到30,000万元，同比增加56%到70%。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807.9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760.36万元。

（二）每股收益：0.3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19�年度，公司智能配用电及医疗业务稳健发展，主营收入稳步增长，公司

全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 2019�年度出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

益法核算下产生投资收益以及其他金融工具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合计较上年同

期有较大增幅。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0-006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外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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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合同

● 中标项目名称：米纳斯吉拉斯州普通电能表框架招标项目、米纳斯吉拉斯

州工业电能表框架招标项目

● 合计合同金额：63,548,676.25雷亚尔，约合108,032,749.63元人民币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下的电表供货在样表送测通过后生效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

● 特别风险提示：1、本合同有包含合同生效条件，存在合同无法如期生效的

风险；2、海外经营环境和国内市场不同，存在不确定性。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

合同双方国际贸易政策及货币政策调整、汇率波动以及其他市场、法律、政治等方

面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近日，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医疗” 或“公司” ）

下属子公司Nansen� Instrumentos� De� Precisao� Ltda与巴西Companhia� Energética�

De� Minas� Gerais� (Cemig) 签署了普通电能表框架招标项目 （招标编号：

530-G13698）、工业电能表框架招标项目（招标编号：530-G13715）二项日常经

营合同， 其中普通电能表框架招标项目金额41,699,986.25雷亚尔， 约合70,889,

976.63元人民币，工业电能表采购框架招标项目金额21,848,690.00雷亚尔，约合37,

142,773.00元人民币，合计合同金额63,548,676.25雷亚尔，约合108,032,749.63元人

民币。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Companhia� Energética� De� Minas� Gerais� (Cemig)

米纳斯吉拉斯州能源公司

注册时间：1952年5月22日

注册地：巴西 米纳斯吉拉斯州 贝洛奥里藏特市

注册资本：R$5,371,997,787.64巴西雷亚尔

主营业务：发电、输电和配电系统的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并在不同能源领

域提供行政、商业和工程服务

三、合同主要条款

1、交易标的：单相电能表、两相三线电能表、三相四线电能及0.5s级三相四线

工业复费率电能表

2、合同金额：63,548,676.25雷亚尔，约合108,032,749.63元人民币

3、付款方式：产品交付后30天

4、交付方式：根据合同数量分48个月交付

5、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下的电表供货在样表送测通过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合同总金额为63,548,676.25雷亚尔， 约合108,032,749.63元人民币，

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1.84%。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工作和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有包含合同生效条件，存在合同无法如期生效的风险。

2、本协议所涉及的产品为出口产品，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合同双方国际

贸易政策及货币政策调整、汇率波动以及其他市场、 法律、政治等方面的风险。

3、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

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833�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0-005

债券代码：113543� � � �债券简称：欧派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钟华文先生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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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事钟华文先生持股的基本情况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欧派家居” ）

监事钟华文先生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99,085股 （均为IPO前取得股份），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18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钟华文先生自2020年1月16日至1月17日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238%，占

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的20.04%，其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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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华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99,085 0.1188% IPO前取得：499,08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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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钟华文 100,000 0.0238%

2020/1/16～

2020/1/17

集中竞

价交易

120.00－

120.47

12,019,826 已完成 399,085 0.095%

注：上述“减持比例” 指本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减持数量占

钟华文先生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的20.0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截至本公告日，监事钟华文先生已累计减持100,000股，符合其减持计划中减

持数量及时间区间规定，钟华文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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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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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司2019年12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9年12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88,958,823.98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3.37%。 2019年1-12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3,156,587,880.83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0.28%。

2019年12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9年

12月份

2018年

12月份

同比

增长率（%）

2019年

1-12月份

2018年

1-12月份

同比

增长率（%）

昌九高速 90,324,779.98 59,779,819.00 51.10 785,313,347.74 802,267,805.00 -2.11

昌樟高速 49,856,413.87 47,892,473.00 4.10 567,672,078.12 576,963,958.00 -1.61

昌泰高速 62,985,118.58 60,197,933.00 4.63 703,481,437.84 715,464,131.00 -1.67

九景高速 50,311,205.77 50,588,876.00 -0.55 649,396,202.59 659,699,708.00 -1.56

彭湖高速 12,261,350.47 12,947,438.00 -5.30 150,193,384.44 127,269,291.00 18.01

温厚高速 8,128,361.81 8,544,216.00 -4.87 106,177,314.32 102,565,015.00 3.52

昌奉高速 7,457,047.21 8,023,823.00 -7.06 96,277,342.38 91,301,921.00 5.45

奉铜高速 7,634,546.29 6,913,412.00 10.43 98,076,773.40 89,778,756.00 9.24

合计 288,958,823.98 254,887,990.00 13.37 3,156,587,880.83 3,165,310,585.00 -0.28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 自执行“营

改增” 政策后，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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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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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12月 2018年1-12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4,046.51 316,799.84 55.95

营业利润 222,156.06 88,537.00 150.92

利润总额 221,002.42 87,106.45 15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015.45 81,883.61 12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345.88 79,288.95 13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22 13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2 4.05 增加了5.17个百分点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502,797.47 5,869,480.42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132,957.24 1,966,534.78 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082,957.24 1,916,534.78 8.68

股 本 358,900.00 358,9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5.80 5.34 8.6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年，证券市场行情回暖，上证综指上涨22.30%，深圳成指上涨44.08%，股

基交易量增加，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公司紧紧围绕经营战略目标，把握市场机

遇，加强风险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9.40亿元，

同比增长55.9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0亿元， 同比增长

127.17%，其中证券投资业务收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

幅较大。

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1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较上年末增长8.4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末增

长8.61%。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19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

前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陆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跃军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瀛女士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08�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0-007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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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86,015.45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04,131.84万元，同比增长127%左右。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184,345.8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05,056.93万元， 同比增长133%左

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186,015.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04,131.84万元，同比增长127%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84,345.8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05,056.93万元，同比增长133%左右。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883.6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288.95万元。

（二）每股收益：0.2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19年，证券市场行情回暖，上证综指上涨22.30%，深圳成指上涨44.08%，股

基交易量增加，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公司紧紧围绕经营战略目标，把握市场机

遇，加强风险管理，积极推进各项业务发展。证券投资业务收入、投资银行业务收

入、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幅较大。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内容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且会计师事务所未对公司

本次业绩预告内容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

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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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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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升控股”或“公司” ）分别于2019年

12月9日、2020年1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9号）、《关

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结果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3号），披露了公司所涉及两起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今日分别收到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泰创展案

1、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1月，浙江中泰创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展” ）与

公司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鼎实业” ）签署了编号为

（2018）业务字第001号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2,250.00万元（以

下简称“该笔借款” ），贷款期限自放款之日起15天，月利率为1.5%，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逾期利息以未付本息为基数，每日万分之七支付违约金。 因公司时

任董事长违规使用公章， 致使公司在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

下与中泰创展签订了 《第三方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5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0号）。

中泰创展因上述担保合同纠纷向北京四中院对公司提起诉讼， 本案于

2019年4月26日立案，根据北京四中院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2019）京04民初

435号《民事判决书》，对于中泰创展请求高升控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的

主张，北京四中院不予支持。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

2、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收到北京四中院出具的《生效证明》显示，原告中泰

创展与被告蓝鼎实业、高升控股等各方的该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四中院于

2019年11月27日依法作出的（2019）京04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书已分别于2019

年12月5日、6日送达公司及中泰创展等相关当事人， 该判决书已于2020年1月6

日生效。

3、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根据北京四中院出具的《生效证明》，北京四中院出具的（2019）京04民初

435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项案件已结案。 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未产生重大

影响。

二、君丰基金案

1、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就收购北京华麒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麒通信” ）99.997%

股权，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018年6月1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核准了华麒通信的股东变更，

华麒通信原股东持有的华麒通信99.997%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因公司募集

资金未能实施，致使现金部分延迟支付。 华麒通信原股东深圳市君丰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华益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君丰基金” ）

于2018年12月向深圳中院申请了对公司子公司北京高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北京高数” ）账户冻结，冻结资金7999万元，冻结期限自2018年12月

25日至2019年12月24日，案号为（2018）粤03财保203号。

2019年4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2019）粤03民初831号《应诉

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君丰基金就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及其相应利息等，

诉公司以及北京高数为共同被告， 诉北京高数对公司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及全部诉讼费用。 公司及北京高数针对本案管辖权提起应诉，深圳中

院出具（2019）粤03民初831号民事裁定如下：一、驳回高升控股对本案管辖权

提出的异议；二、驳回北京高数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公司及北京高数不服深圳中院上述裁定结果，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编号为（2019）粤民辖终319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一、维持深圳中院（2019）粤03民初831号原审裁定第一项即

“驳回高升控股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二、撤销深圳中院（2019）粤

03民初831号原审裁定第二项即 “驳回北京高升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

议” ，驳回深圳市君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北京高升数据系统有限公

司的起诉。 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原告君丰基金对公司子公司北京高数的起诉被

驳回。截至2019年12月25日，北京高数被君丰基金冻结的账户到期解冻，该账户

资金用于支付君丰基金等华麒通信原股东股权转让款。

2、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编号为（2019）粤03民初831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显示，原告君丰基金于2020年1月9日向深圳中院提出撤诉

申请，申请撤销对公司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起诉。 深圳中院裁定准许原告君

丰基金撤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5874.20元，由原告君丰基金承担。

3、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根据深圳中院出具的（2019）粤03民初83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因君丰

基金已撤诉， 该案件一审程序现已终结。 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未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O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619� � �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0-006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伊拉克钻井项目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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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同类型及金额：钻井合同，合同金额约2,700万美元（约合1.86亿人

民币），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工作量结算确定。

● 合同生效时间：2019年8月26日（合同文本确定时间）

● 合同期限：3年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0� -�

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交易概述

2020年1月16日，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全资子公司中曼石油工程技术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与Weatherford�

Oil� Tool� Middle� East� Limited（以下简称“威德福中东” ）签订了伊拉克南部

某油田钻井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2,700万美元（约合1.86亿人民币），具体金

额根据实际工作量结算确定。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Weatherford� Oil� Tool� Middle� East� Limited

2、注册地址：Craigmuir� Chambers,� P.O.� Box� 71,�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威德福中东是威德福下属公司，威德福（Weatherford）国际公司是全

球四大石油服务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瑞士，在美国上市。 作为经营油田服务及

设备的大型跨国企业，威德福国际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油气田勘探开发提供

服务，在世界主要能源生产中心如亚洲、加拿大、欧洲、拉丁美洲、中东、俄罗

斯及美国都设有区域服务中心，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伊拉克南部某油田钻井项目合同

2、合同金额：合同金额约2,700万美元（约合1.86亿人民币），具体金额根

据实际工作量结算确定。

3、结算方式：按照工程进度以美元进行电汇付款

4、合同实施地点：伊拉克南部

5、合同签署时间：2020年1月16日

6、合同生效时间：2019年8月26日（合同文本确定时间）

7、合同期限：3年

8、支付条款：按照工程进度支付款项，公司提交相关发票和文件，甲方在

审核通过后60日内支付。

9、适用法律：英国法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约2,700万美元（约合1.86亿人民币），具体金额根据实

际工作量结算确定，约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35%。

本项目是公司与威德福继2019年12月12日签订第一个伊拉克钻井项目

合同后的第二个项目，本项目与前一次合同的项目属于同一个油田，公司将

继续深化与威德福的合作关系，提升钻井一体化竞争能力，扩大在伊拉克市

场的影响力。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0-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

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合同金额是以美元计价和支付，随着美元汇率的波动，对合同收

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合同结算金额可能因实际工作量等因素会有所变化，存在不确定性风

险。

3、公司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完工，将对合同的履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

如出现违约，将面临赔偿违约金的风险。

4、前期美伊紧张局势未对公司伊拉克业务造成影响，目前美伊局势已降

温，但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不稳定，合同的履行仍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5、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可能对合同的执行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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