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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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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采用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
中华人民
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１３份，收回１３份。 会议符合《
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同意：６票，反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对：０票，弃权：０票）
以下简称“
民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２４亿元的融资，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协
议和文件。
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兼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且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泛海”）及公司相关所属公司均持有民生银行部分股权，根据《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卢志强、李
明海、宋宏谋、张喜芳、张博、冯鹤年、舒高勇等７人因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
位任职，成为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
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玉苗、徐信忠、陈飞翔、朱慈蕴（
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６人参与表
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所述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１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星期一）下午１４：３０在北京市东
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Ｃ座４层第５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会议将审议《
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的投票权。 在非
关联股东对其表决权做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关联股东可受托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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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企业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２４亿元的融资，本
公司将按民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现将融资情况公告如下：
１． 融资主体：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融资金额：２４亿元
３． 融资期限：１２个月
４． 融资用途：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５． 风险保障措施：本公司以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３．６０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兼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且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中国泛海”）及公司相关所属公司均持有民生银行部分股权，根据《
深圳证
公司（
以下简称“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关于公司向中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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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卢志强、李明海、宋宏谋、张喜芳、张博、冯鹤年、舒
高勇等７人因在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 董事会审议该议
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玉苗、徐信忠、陈飞翔、朱慈
蕴（
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６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２号一一交易和
关联交易》、《
公司章程》、《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该股东大会上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泛海、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卢志强、李明海、韩晓生、赵英伟、张博、张喜芳、宋宏谋、舒高
勇等股东（
具体关联股东情况以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信息为准）。
（
四）其他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借壳，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对手方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一）公司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二）成立日期：１９９６年２月７日
三）公司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
（
四）法定代表人：洪崎
（
五）注册资本：４３，７８２百万元
（
六）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它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七）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详见“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之“
（
二）关联关系”内容。
（
（
八）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百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未经审
计）

项目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度
（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６，２７３，７４３

５，９９４，８２２

负债总额

５，７７０，６６７

５，５６３，８２１

净资产

５０３，０７６

４３１，００１

营业收入

１３３，１２８

１５６，７６９

利润总额

５５，１６２

５８，７８５

净利润

４６，１１０

５０，３３０

（
九）经查询，民生银行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详见“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内容。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系一般银行服务，融资利率将根据民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而确定，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
公司或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内容
一、（
一）关联交易概述”内容。
详见“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系因企业经营发展需要而开展的正常借贷活动，有助
于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本次融资按民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定价公允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或被其控制。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约为１６７，２１５万元。
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含本次交易）。
４０７，２１５万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
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
议的《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拟向关联方民生银行申请２４亿元的融资，有利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且定价公允
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
投赞成票。
（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
公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
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
易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内容合法合规。
２． 本次融资成本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３． 议案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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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

５，１００万元

５，１００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
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４期人民币产品

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
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７期人民币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

９５天／２０２０．３．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９５天／２０２０．３．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
一）委托理财目的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
加资金收益，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２０２０年 ３月１１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
（
二）资金来源
１、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关于核准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２、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４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股）１，６６６．６７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５９１，６６７，８５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３，１７０，４６３．２９ 元（
不含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３８，４９７，３８６．７１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出具了《
验资
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９ＮＪＡ１０００４号）。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①

５３，８４９．７４

１３，９９５．４６

普
２００００ｔ／ａ注射用药用辅料及
通药用辅料产业基地项目

注①： 上表中的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募集资金到账后的投入金额及
实际已置换的募投项目先期投入金额， 未包含募集资金置换的预先已支付的发行
费用。
（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近日， 公司在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购买了 “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４及１０９３７期人民币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
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４期人民币产品

产品名称

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
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７期人民币产品

金额（
万元）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预计年化收益率

１．６５％ 或 ５．３５％

１．６５％ 或 ５．３５％

预计收益金额
（
万元）

２１．９０－７１．０２

２１．９０－７１．０２

产品期限
结构化安排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无
否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
过１２个月的保本型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按照决策、 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的审批与执行程
序，确保现金管理事项的有效开展及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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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
司审慎评估，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资金管理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产品认购确认书及合约等主
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

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
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４期人民币产品

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汇率）
２０２０年１０９３７期人民币产品

产品代码

ＴＧＧ２００１０９３４

ＴＧＧ２００１０９３７

产品期限

９５天

９５天

产品成立日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２６日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２６日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２９日

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２９日

收益兑付日
收益支付方式

产品到期日

产品到期日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产品类型
资金保管人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２６日

（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上述平安银行结构性存款资金投向为存款及汇率衍生品， 收益与ＥＵＲＵＳＤ欧
元／美元中间即期汇率表现挂钩。
三）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

证券代码：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浩东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婷婷

任职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８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年

过往从业经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张雅洁
名

２．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前海联合泳辉
２０１９－７－５
纯债

－

００８０１０

前海联合润盈
２０１９－１２－２４
短债

－

００３４９８

前海联合添和
２０２０－３－２６
纯债

－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３，３００

２０２０－２－
２４

２０２０－
０３－２５

赎回 金 实际年化
额
收益率
３，３００

３．３０％

８．９５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
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披露的《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４）。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八、截至目前，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理财产品
券商理财产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实际投①
入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２７，６００

０

７８３．１６

２７，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４．２４

０

２７，６００

０

８２７．４０

２７，６００

实际②
收益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２７，６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４４．９１％

最近１２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００６３５８
间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黄浩东

任职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８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年

过往从业经历

黄浩东， 清华大学管理学学士及管理学硕士，８年证券投资研究经
验，于２０１９年８月加入前海联合基金，任职于固定收益部。 ２０１１年７
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任职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历任研
究员、投资经理、副总经理兼投资经理。 具备丰富的证券投研经验。
基金主代码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００３１８０
间
００３１７４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否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前海联合添利
２０１９－１２－１７
债券

－

前海联合添惠
２０２０－３－２６
纯债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否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是
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是
业协会注册／登记

３．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调整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变
更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３．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调整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变
更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７．４０％

注①： 上表中的实际投入金额的明细项为最近１２个月内公司单日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各类理财产品的对应最高余额， 合计项为最近１２个月内所有产品类型
的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即单日新增投入金额与尚在存续期内的单日最高理财余
额），因上述期间内存在各类型理财产品投入额度调整的情况，故不一定等同明细
项金额之和；
注②：“
实际收益” 为最近１２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累计到期
收益。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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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１０，０００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赤峰黄金”）于２０１９
年４月１５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召开的２０１８年年度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融资总额度的议案》《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对
外担保总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含子公司的子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融资
的总额度（
指融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４０亿元，包括并购贷款、项目贷款、流动资
金融资、贸易融资等，不含非公开发行股份等股权型再融资及公司债券、在银行
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 为保障上述融资事项顺利
实施，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或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上述各项担保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５０亿元。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雄风环保”）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兴县支行（
简称“
农行永兴支行”）签署《
国内信用证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２．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００７３２７

３０，０００

无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２，４００

存款期内，投资者无提前、延期终止本结构性存款的权利

００６２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张雅洁
名

前海联合泳盛
２０１９－１－２４
纯债

总理财额度

提前和延期终止权

基金主代码

－

２７，６００

无

曾婷婷

前海联合汇盈
２０１７－７－３
货币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理财业务管理费

前海联合泳祺纯债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２０１８年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新疆前海联合泳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６３，７５８，１４７．２０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本金及利息

基金名称

增聘基金经理

００４６９９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保本浮动收益型
本行确定该产品本金保障，并根据约定按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支付利息，产品
最终收益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１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公告依据

新疆前海联合
２０１６－９－５
海盈货币

２

特此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００２２４７

受托单位

√

弃权

１．公告基本信息

６１４，６０９，９８８．５１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反对

同意”、
１． 议案采用常规投票，常规投票制表决票填写方法：在所列表决事项对应的“
“
反对”或“
弃权”中任选一项，以打“
√”为准。
２． 上述议案所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３．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
案行使表决权。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附件２：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
一）投票代码为“
泛海投票”。
３６００４６”，投票简称为“
（
二）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上述议案所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本次会议不设置总议案。
（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一）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９：１５，结
束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２０１６年４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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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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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２３，４８３，２４０．１８

理财产品类型

１．００

同意

００３９２８

基金名称

平安银
对公结构性存
保本浮
行南京 结构性 款（
１００％保本 动收益
分行河 存款
挂钩利率）／
型
西支行
ＴＧＧ２００００３１４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
以投票）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主代码

产品
类型

议案名称

前海联合永兴纯债

１９３，５８８，４９１．３７

产品名称

议案编
码

基金简称

２３１，５５４，９２０．１１

产品种
类

√

基金主代码

负债总额

９４，６９５，７９９．３１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新疆前海联合泳祺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８０８，１９８，４７９．８８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二）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２５，０２６．４５万元，本次委托理
财支付金额为１０，２００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４０．７６％。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公司将购买的短期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
交易
性金融资产”或“
其他流动资产”，其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
投资收益”。
（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
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
不超过１２个月的保本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
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
响。
六、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２０２０年 ２ 月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购
关于使用部分闲
买了结构性存款，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６）。 公司现已到期赎回
上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新疆前海联合永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５５，０３８，１６０．２９

项目

受托方

基金名称

资产总额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１．００

四、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
一）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
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
人出席，须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上述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１。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１４：００－１４：２０。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Ｃ座４层第５会议室。
（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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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六、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Ｃ座２２层
联 系 人：陆 洋、李秀红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８５２５９６５５
联系邮箱：ｄｓｈ＠ｆｈｋｇ．ｃｏｍ
指定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１． 《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公司）出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曾婷婷女士，北京大学硕士、中山大学双学士，ＣＰＡ，８年证券、基金
从业经验。 曾任职于华润元大基金固定收益部、第一创业证券研究
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丰富的证券基金投研经验。

净资产

备注
（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公告基本信息

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四）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产品， 风险水平较低。 产品存续期
间，公司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
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金融机构， 本次委托理财不存在为该次交易专
设情况，也不存在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履约情况。
（
二）上述受托方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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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议案名称

新疆前海联合永兴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委托理财受托方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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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为配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投
票；
股东名称、持股数量、证券
２． 如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提前至少一天将参会信息（
账号 、 营业 执照 号 码或 身份 证号 码 、 参会 人员 所在 地 区、 联 系方 式 ） 发 送 至 邮 箱
ｌｕｙａｎｇ＠ｆｈｋｇ．ｃｏｍ确定参会意向，以便工作人员提前准备现场健康管理和保障措施。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
（
一）会议届次：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时股东大会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 《
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下午１４：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９：３０－
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
１３日９：１５－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
七）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凡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Ｃ座４层第５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 《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
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泛海控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披露于《
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３）、《
泛
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
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４）等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的投票权。 在非
关联股东对其表决权做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关联股东可受托进行投票。
三、议案编码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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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议案编码

开证合同》， 雄风环保在农行永兴支行办理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的信用证业务，根
最高额保证
据公司与农行永兴支行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签署的尚在有效期内的 《
合同》，公司为雄风环保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
雄风环保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简称“
交行郴州分行”）签署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雄风环保向交行郴州分行融资，敞口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
根据公司与交行郴州分行重新签署的《
保证合同》，公司为雄风环保在交行郴州
分行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６日期间签署的融资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２１０，０１２．３０万元（
其中，分批
提款及已偿还部分借款的融资，担保总额亦按初始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最高额
计算；美元借款的担保金额按放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８３．３５％，均属于对子公司的担保。 除此之
外，公司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０８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１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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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证券
代码：００２３０８）交易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３月２５日、３月２６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２０％。 根据《
公司股票交易属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通过电话问询等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全
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有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针对人员流动采取了一定管控措施，教
育主管部门针对园校和培训机构的线下运营做出了相关限制。 截至目前，相关
管控限制措施尚未完全消除，本次疫情可能对公司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
业务、儿童成长平台业务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业绩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除疫情影响外，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９年度业绩快报》，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１２２，７３７．７３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８日披露
的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关于公司股
５、除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１日披露的《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公司股东
关于公
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外，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６、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履行了关注、核实程序，特做出
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
如下声明：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
目前不存在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存在其他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０９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子公司工商注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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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在《
上海证券
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临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 《
以下简称 “
氢雄重
２０２０－００８）。 公司拟与深圳市氢雄重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
驱”） 成立山西阳雄氢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雄韬氢雄双阳燃料电视科技
有限公司，主营氢能重卡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相关部件生产与组装。 现就本次
对外投资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经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
了两个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新注册成立的子公司信息如下
（
一）山西阳雄氢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山西阳雄氢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道桃北西街２号
法定代表人：朱壮瑞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
股东结构：公司出资４，０００万元、持股比例８０％，氢雄重驱出资１，０００万元，持
股比例２０％

经营范围：氢能科技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系统及部件的组装
与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的租赁及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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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山西雄韬氢雄双阳燃料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西雄韬氢雄双阳燃料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道桃北西街２号
法定代表人：辛波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股东结构：氢雄重驱出资４，０００万元，持股比例８０％，公司出资１，０００万元，持
股比例２０％
经营范围：氢燃料电池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开发；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新能源汽车租赁；本公司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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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