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0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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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６３
证券简称： 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４
重要内容提示：
简称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浦发银行）
● 委托理财金额：累计人民币１１．８０亿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３３３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共
赢利率结构３２７７８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８９０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ＪＧ６００５期人民币对 产品所投资产的交易对手发生信用风险， 或中信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产品
的其他情形时，中信银行有权部分或全部终止本产品；如果中信银行部分或全部
公结构性存款（
１８０天）、共赢利率结构３３０５４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提前终止本产品，中信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后２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并在提前
● 委托理财期限：各产品均不超过１２个月
终止日后２个工作日内将购买者所得收益（
若有）及本金划转至购买者指定账户。
● 履行的审议程序：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现金管理额度的议 若产品部分提前终止，相关清算规则届时另行公告；若产品全部提前终止，产品
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
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到期日相应调整为提前终止日。
（
３）清算交收原则
议批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序号
产品名称
扣款日、收益起计日
一、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公告

序
号

银行
名称

理财金额
（
万元）

产品名称

１

中信银 共赢利率结构２８３７３期人民
行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

理财起止日期

实际平均
年化收益
率

实际获得
收益（
元）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８－１４至
２０２０－２－１３

３．７５％

２，０６８，１５０．６９

中信银 共赢利率结构２６８７７期人民
行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１０至
２０２０－３－６

３．９０％

４，３２７，３９７．２６

３

中信银 共赢利率结构２７０８８期人民
行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３３，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０至
２０２０－３－１８

３．９０％

９，５９０，７９４．５２

４

中信银 共赢利率结构２７２６３期人民
行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５９，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７至
２０２０－３－２６

３．９０％

１７，２１０，２１９．１８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
一）委托理财目的
提高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
二）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自有流动资金
（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受托方 产品类
号 名称
型

预期年化
金额
（
万元） 收益率

产品名称

预计收益
金额
（
万元）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１

共赢利率结构
中信 银 银行理 ３２３３３期人民币
行
财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１１，０００

３．７０％／
４．１０％／
１．５％

保本浮
２０４．０６
（
按 ２０２０－２－１７至 动 收
３．７０％测
２０２０－８－１８ 益 、 封
算）
闭式

否

２

共赢利率结构
中信 银 银行理 ３２７７８期人民币
财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行
品

１５，０００

３．７５％／
４．１５％／
１．５％

保本浮
２８２．０２
（
按 ２０２０－３－１１至 动 收
３．７５％测
２０２０－９－１０ 益 、 封
算）
闭式

否

３

共赢利率结构
中信 银 银行理 ３２８９０期人民币
财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行
品

２８，０００

３．７５％／
４．１５％／
１．５％

保本浮
５２０．６８
（
按 ２０２０－３－１８至 动 收
３．７５％测
２０２０－９－１５ 益 、 封
闭式
算）

否

４

公司稳利固定
浦发 银 银行理
持 有 期 ＪＧ６００５
财产品
行
期（
１８０天）

５，０００

３．７５％／
１．４％

按
保本浮
９２．１９（
２０２０－３－１９至
动收益
３．７５％测
算） ２０２０－９－１５ 型

否

５

共赢利率结构
中信 银 银行理 ３３０５４期人民币
财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行
品

３．７５％／
４．１５％／
１．５％

保本浮
１０９７．１６
（
按 ２０２０－３－２６至 动 收
３．７５％测
２０２０－９－２３ 益 、 封
闭式
算）

否

５９，０００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在资金管理上， 要求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与项目建设并保证资
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合理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通过适度
理财，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本次购买理财资金为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前已充分考虑理财
持有期内公司运营资金需求， 评估了理财产品的风险和公司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情况认购相应风险等级或更低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以
确保资金链运营安全，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要求；本次购买理财额度控制在股
东大会批复和授权限额之内，购买审批流程符合公司内部审批和管理制度规定。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公司购买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使用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不需要提供履约担
保，支付方式均为货币资金，资金投向均为银行理财资金池、债权类资产；公司按
照合同约定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取得理财收益并收回本金， 上述银行不再单独向
公司收取理财业务管理费用；理财基本情况见“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三）委托
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１、中信银行
（
１）合同签署日期
序号

产品名称

合同签署日期

１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３３３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２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７７８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

３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８９０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４

共赢利率结构３３０５４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
２）流动性安排
①流动性风险：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购买者无提前终
止本产品的权力，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内，购买者不得提前支取，可能导致购买者
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②产品的提前终止：如遇国家金融法规、规定、监管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或本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３１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３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债券简称：未来转债

１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３３３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２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７７８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

３

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８９０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４

共赢利率结构３３０５４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清算期：到期日（
产品实际终止日）至资金返还购买者账户日为清算期，期内
不计付利息
到账日：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０个工作日内根据实
际情况一次性支付，如中国、美国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产品的延期清算： 如在产品到期时交易对手无法按照产品交易约定支付本
产品收益所需资金，则在这种情况下，中信银行有权将产品实际结算延长至相关
投资工具处置完毕为止，延长期内不计收益。
（
４）产品预期收益率
Ａ．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３３３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联系标的观察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如遇伦敦节假日， 则调整至前一个工作
日。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①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且大于或等于０．２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３．７０％；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②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大于４．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４．１０％；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③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０．２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１．５％。
Ｂ．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７７８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联系标的观察日：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如遇伦敦节假日，则调整至前一个工作日。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①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或等于２．５０％且大于或等于－１．５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３．７５％；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②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大于２．５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４．１５％；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③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１．５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１．５％。
Ｃ．共赢利率结构３２８９０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联系标的观察日：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如遇伦敦节假日， 则调整至前一个工作
日。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①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且大于或等于－３．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 ３．７５％；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②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大于４．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４．１５％；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③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３．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１．５％。
Ｄ．共赢利率结构３３０５４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联系标的观察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 如遇伦敦节假日， 则调整至前一个工作
日。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①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且大于或等于－３．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 ３．７５％；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②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大于４．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４．１５％；
美元３个月ＬＩＢＯＲ
③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１１点，联系标的“
利率”小于－３．００％，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１．５％。
（
５）本金及收益返还
①购买者所获本产品预期收益＝本金×产品到期预期年化收益率×产品实际
收益计算天数／３６５；
其中：产品到期预期年化收益率以中信银行所公布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为准。
②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产品， 联系标的的市场波动可能导致产品收益下
降。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投资者本金到期全额返还且预期年化收益率为１．５％。
（
６）费用
本产品无认购费；本产品无销售手续费、托管费。
（
７）投资对象
本产品为结构性产品，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等方式进行投资运作。 本产品的
上述投资范围将有可能随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或中信
银行基于勤勉尽职从购买者利益出发， 对投资范围进行调整。 在本产品存续期
间，如变更投资范围、投资品种或投资比例，中信银行有权通过中信银行网站、网
点等渠道进行公告发布相关变更信息后进行变更。
２、浦发银行
（
１）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
２）提前终止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

客户无权提前终止（
赎回）本产品；浦发银行有权按照实际投资情况，提前终
止本产品，在提前终止日前２个工作日内在营业网点或网站或以其它方式发布信
息公告，无须另行通知客户。
（
３）清算交收原则
产品成立日：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
不含当日，产品成立日不能开放购买）起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自产品成立日（
的每个工作日为开放日。 开放日的９：００至１７：００为开放时间，但浦发银行有权根
据情况调整开放日或者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申购及申购确认日：客户可于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提交申购申请，Ｔ日申购，
Ｔ＋１日浦发银行扣款并确认，Ｔ＋１日若浦发银行扣款成功并确认即为申购确认日。
（
Ｔ日、Ｔ＋１日均为工作日）
认购／申购确认日（
产品收益起算日）：指根据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客户所提交
认购／申购申请的生效日。 认购／申购确认日也即产品收益起算日，但产品说明书
另有约定除外。
投资期限：１８０天
投资到期日：认购／申购确认日（
不含当日）后第１８０天（
如本产品被浦发银行
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投资到期日）
投资兑付日：投资到期日当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
年）
（
４）产品预期收益率（
①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始终低于或等于５％，则产品预期收益
率为３．７５％／年；
②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曾高于５％，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１．４％／
年。
产品挂钩指标：伦敦银行间美元一个月拆借利率（
ＵＳＤ １Ｍ ＬＩＢＯＲ），当日伦
敦时间上午１１：００公布。
产品观察日：投资到期日前第二个伦敦工作日。
（
５）产品收益
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浦发银行确保客户本金１００％安全及最低收
益率，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存款本金并按约定返回相应产品收益。
预期收益＝产品本金×到期收益率×计息天数÷３６０；其中，计息天数＝起息日至
到期日期间，整年数×３６０＋整月数×３０＋零头天数，算头不算尾。
（
６）违约责任
本合同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
失。
（
７）投资对象
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
借、同业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以及挂钩利率的期权产品。
（
二）风险控制分析
为防范银行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流动性、政策、信息传递、不可抗力、提前终
止及其他风险，确保公司资金链和持有理财资产安全，公司采取了以下风险管理
策略及措施：
１、理财额度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权限标准，按年度经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批和授权后执行，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专项意见；在批准限额内，公司
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和审批流程，履行具体的购买审批程序。
２、购买理财前充分评估理财持有期内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在保证生产运营
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实施，所购产品期限均不超过一年且长短期结合，
合理安排理财期限和理财额度，避免理财资金集中到期，保证生产运营的资金需
求。
３、理财产品受托方的选择上，均为国有或上市股份制银行，确保受托方信用
及其发行产品的安全性有保障；同时多家委托，有效分散受托风险。
４、理财产品的选择上，以保证本金或选择较低风险等级产品为前提。
５、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
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分别为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上述银行均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详细情况可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露的信息。 本公司在浦发银行有存款业务，与中信银行有正
常的结算、信贷、存款业务；除此之外公司与上述银行不存在产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专业化的轮胎制造企业和供应商，所属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公
司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份的基本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１，５１７，６９４．８２

１，４５２，５９５．９５

负债总额

５３４，９５９．３８

５１５，３５６．５０

资产净额

９８２，７３５．４４

９３７，２３９．４５

货币资金

２０７，４２０．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２９

评级，根据《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评定公司债券主体信用
评级为ＡＡ﹣，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评级为ＡＡ﹣。
可转换公司债券２０１９年跟踪评级报告》，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联合信用出具了《
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ＡＡ﹣，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评级为ＡＡ﹣。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
未来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未来转债”（
面值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票面利率为０．５０％，每１０张“
含税）。 对于持有“
未来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
０００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５．００元（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 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２０％的税
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１０张派发利息人民币４．００元；对于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
持有“
未来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和ＲＱＦＩＩ），根据《
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１０８号），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１０张派发利息人民币５．００元；对于持有“
未来转债”的其
他债券持有者，每１０张派发利息人民币５．００元，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债券
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募集说明书》和《
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
未来转债”付息的债权
根据《
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下：
１、债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２、除息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３、付息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
未来转债”持有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未来转债”本期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
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含证券投资基金）
１、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根据《
定，本期债券个人持有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２０％。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３］６１２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包括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２、境外机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１０８号）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起
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６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包括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债券持
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
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３、其他债券持有者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应自行缴纳，本公司
不负责代扣代缴。
七、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３３３３号德尔广场Ｂ栋２５楼
电话：０５１２－６３５３７６１５
传真：０５１２－６３５３７６１５
联系人：何霞、尤晓英
八、备查文件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１６７，６７８．１８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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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３，５００

３３３，５００

６，５６４．７６

０

２

银行理财产品

４００，０００

暂未到期

暂未到期

４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５００

３３３，５００

６，５６４．７６

合计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内
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内
单日最高投入金额／２０１８年底净资产（
％）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收到委托理财累计收益／２０１８年度净利
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２．６８
２８．４３
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００，０００

九、备查文件
（
一）《
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
二）《
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２０１８年度

８８，６００．４１

５９，３６５．５１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９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２０２０年付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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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转债”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１０张“
未来转
１、“
债”（
面值１０００元）利息为５．００元（
含税）；
“
未来转债”本次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凡在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
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派发利息的权利；
２、债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３、除息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４、付息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未来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０．５０％、第二年０．７０％、第三年１．５０％、第四年
５、“
２．５０％、第五年３．５０％、第六年４．００％；
未来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凡在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６、“
（
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卖出
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７、下一付息期起息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８、下一付息期间利率：０．７０％。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
公开
公开发行可转债券（
债券简称：“
未来转债”，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３），根据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和《
可转换公司
债券上市公告书》（
以下简称“
《
上市公告书》”）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在“
未来转
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
未来转债”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２
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未来转债基本情况
１、债券简称：未来转债
２、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３
３、发行规模：６３，０００万元
４、发行数量：６３０万张
５、上市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６、存续期限：
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３日。
７、债券利率：
“
未来转债”的利率为第一年０．５０％、第二年０．７０％、第三年１．５０％、第四年
２．５０％、第五年３．５０％、第六年４．００％。
８、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公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本次付息是未来转债第一年付息，期
间为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票面利率为０．５０％。
（
１）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Ｂ×ｉ。
Ｉ：指年利息额；
以下简称“
当年”或
Ｂ：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
“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
２）付息方式
１）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２）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
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３）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４）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９、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保荐机构（
１１、信用评级：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合信用”）对“
未来转债”发行进行了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
一）委托理财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２０１９年９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３５．２５％，远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５５．４４％
的水平。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银行借款１０．９７亿元，仅占总资产的７．２３％，不
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资金
结构合理，运营健康，在确保资金链运营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对暂时闲置资金的
适度理财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是合理的经营手段，也能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二）公司本期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占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货币资金的５６．８９％，本
期委托理财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的影响如下（
理财收益按本公告“
二、（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之预计
收益金额测算）：
１、 本期公告购买理财１１．８０亿元， 使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本金增加１１．８０亿
元，货币资金减少１１．８０亿元。
２、本期理财持有至到期，预计共增加理财收益２１９６．１１万元，对本年利润影响
金额预计为２１９６．１１万元。
３、 对现金流量影响为本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１１．８０亿元，２０２０年理财到期后
预计增加投资活动现金流入１２．０２亿元， 其中理财本金１１．８０亿元、 理财收益
２１９６．１１万元。
（
三）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结构性
存款系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合同， 且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不符合基本借贷
安排，公司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并根
据流动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中列示， 持有期间及处置时的理财收益计入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对于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公司将其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并根据流动性在其他流动资产科目中列示，持有期间及
处置时的理财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六、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风险极低，但受金融
市场宏观经济的影响，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信息
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提前终止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将产生波动，短期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在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实施所需资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
其中募集资金２亿
资金结构、资产状况，授权公司董事长在４２亿元额度范围内（
元、自有资金４０亿元）对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现金管理事项进行审批，有利于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议案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相关规定，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现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管理额度的议案》。 在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实施所需资金的基础上，授权
其中募集资金２亿元、自有资金４０亿元）对募集
公司董事长在４２亿元额度范围内（
资金和自有资金现金管理事项进行审批， 上述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具有合法经营
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理财产品 （
包
括结构性存款等），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额度范围内的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起至下次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授权议
案时止。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情
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４０．００亿
元人民币。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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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收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邮寄来的 《
起诉书》、《
传票》《
应诉通
知书》等诉讼文件，具体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
一）本次诉讼受理情况
案号：（
２０２０）桂０３０４民初５８６号
案由：公司决议纠纷
开庭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
（
二）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舒峥，男，汉族，１９７４年生，住址：上海市方浜中路。
被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桂林市翠竹路２７－２号，法定代表人：李
飞影。
（
三）诉讼请求
１、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销２０１９０６５号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
四）主要事实与理由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被告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桂林旅游发展
总公司定向增发股票等相关议案，并发布了２０１９－０６５号公告。 在审议向桂林旅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４９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游发展总公司定向增发股票的议案时，被告的股东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未回避表决。
原告认为，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被告的关联方，也是桂林旅游发
展总公司的关联方，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修订）》、《
上市公司证券管理
办法》及《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在该次股东大会应当回避表决。 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撤销２０１９０６５号公告
对应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积极应诉，持续关注该案件的后续进展情
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起诉书》；
１、《
传票》；
２、《
应诉通知书》。
３、《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０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变更名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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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５％以上股东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湖南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财信资
产”）。 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
《
营业执照》。 除上述名称变更外，其余工商登记注册项目未发生变化。
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世民
注册资本：叁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省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批量收购；收购、管理和处置金融机构、
类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不良资产；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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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及企业破产管理、财务顾问；接受地方政
府、企业等的委托或委托其他机构对资产进行管理、处置；承接国有企业改制、
重组和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的资产；债务重组；债权转股权；追偿债务和利
息；根据省政府授权开展其他资产管理业务；监管部门批准开展的其他业务（
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
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 至 公 告 日 ， 财 信 资 产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７７，６３０，０００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１２．４４６７％，为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 财信资产的一致行动人为湖南省财信常勤
壹号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财信常勤壹号基金”），财信常勤壹号
基金持有公司股份６２，３７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１０．００％，为公司持股５％以上股
东。 财信资产及一致行动人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２２．４４６７％。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３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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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
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朝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朝阳先生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于近日办理完毕离职手续。 陈朝阳先生离职后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陈朝阳先生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原定任期为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０
年９月２７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陈朝阳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陈朝阳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全部完成交接，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朝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８３６，３６３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１．１５％，其中包括首发后限售股７８２，３６３股，股权激励限售股５４，０００股。 陈

朝阳先生离职后，公司将按照《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其所
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售股予以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首发后限售股份将严格按照
《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并
将持续履行其在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关于股份限售、股份减
持的相关承诺。
陈朝阳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
陈朝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１４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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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中国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事项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以下
１９３１７７号）（
简称“
《
反馈意见通知书》”）。 按照《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
机构对《
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根据相关要求
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的相关文件， 并于同日对
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公开披露，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相关公告。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非公开发行
Ａ股股票之反馈意见回复内容进行了修订，现予以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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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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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宁波汇浩投资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收到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人民币４５８万元，超过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１０％。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１

宁波汇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
合计

补助内容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扶持款

补助金额（
元）
４，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本次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为４５８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对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利润不产生重
大影响，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