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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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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6731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2个月零8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会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一、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9年12月30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

墨支行的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该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本金3,000万元，获

得理财收益293,391.78元，具体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理财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

%

）

实际收益

（元）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即墨支行

结构性存款

3

，

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19/12/30 2020/03/31 3.88 293,391.78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了提高公司的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合理利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便更好地实现公司现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1、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即墨

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6731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3,000 1.40%-3.80% --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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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月零

8

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

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为现金投资产品事项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现金投资产品事项 进行审计和监

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合同签署日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支付

方式

是否要求履

约担保

理财业务管

理费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即墨

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0JG6731

期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2020/03/31 2020/03/31 2020/06/08

银行转

账

无 无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 “利多

多公司稳利20JG6731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

行提供本金的完全保障，按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支付浮动利息。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财会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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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严格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

代码：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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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元）

2019

年

9

月

30

日（元）

资产总额

244,812,099.14 595,058,988.47

负债总额

45,783,950.74 42,771,728.30

净资产

199,028,148.40 552,287,26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802,278.20 29,632,856.21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

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

品的情形。

本次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占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期末货币资金的

27.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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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

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货币资金” 科目，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与“投资收益”科目。

六、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属于本金保障型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

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

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同

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会部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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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 0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32 0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0.98 0

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0 3,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29.34 0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0 1,000

7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0 3,000

合计

15,000 8,000 87.83 7,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40.20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1.2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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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0年第一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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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844.85万份，行权有效期为2017年11月27日-� 2025

年11月2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22.82万份，行权有效期为2018年11月26日-� 2025

年11月2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22.525万份， 行权有效期为2019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0年第一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2,046,150股。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行权

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5,210,600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30.83%。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

一、2015年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

1、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召

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及《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2、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环旭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的全部事宜。

3、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部分

表述稍作修订，并已于2015年11月27日公告修订后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修订稿）》。

（二）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当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公司此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5年11月25日。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

象因离职、职务变动等原因不再具备获授股票期权的资格，对此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人数和数量进行调整。此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人数由1,406人调整为1,382人，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00万份变更为2,663.95万份。监事会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

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

（三）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1、 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有152名激励

对象离职、75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15名激励对象于2015年度、26名激励对象于2016年

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而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98.39万份。 本次调整后，公

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由1,382人调整为1,155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663.95万份调整

为2,265.56万份。

2、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有55

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17名激励对象于2017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

原因而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98.665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

由1,155人调整为1,099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265.56万份调整为2,166.895万份。

3、 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

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有28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退休及13名激

励对象于2018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51.74万份（前述1名因退休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

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本次调整后，股权激

励对象调整为1,070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115.155万份。

二、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本此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

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

范围之内。

序号 姓名 职务

2020

年第一季度行权数

量（份）

2020

年第一季度行权数

量占可行权总量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

激励的相关员工激励对象小计

2,046,150 12.11%

总计

2,046,150 12.11%

注明：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

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0年3月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人数为1,071人，2020年第一季度共有313人参与行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有514人参与行权。

（四）2020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价格为15.54元/股。

三、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

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2,046,150股。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79,088,030 2,046,150 2,181,134,180

总计

2,179,088,030 2,046,150 2,181,134,180

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0年第一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2,046,150股，获得募集资金31,797,171.00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5,210,600股， 累计获得募集资金80,972,724.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2,179,088,030股变更为2,181,134,180股。公司2019年1-9月基本

每股收益为0.3964元/股。若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2,181,134,180股为基数计算，2019年1-9月基

本每股收益为0.3947元/股。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738� � �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3

债券代码：113503� � � �债券简称：泰晶转债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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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83,426,000元“泰晶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0,246,00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6.4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1,574,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4.6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94号文核准，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5日公开发行了21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元，发行总额2.15亿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46号文同意，公司21,5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18年1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泰晶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03” 。

（三）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泰

晶转债” 自2018年6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5.41元/股，目前转股价格

为17.9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可转债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18年6月21日至2023年12月14日。

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83,426,000元“泰晶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10,246,00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6.46%。其中，2020年1月1日至2020

年3月31日，累计共有32,813,000元“泰晶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832,889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15%。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1,574,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4.6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9/12/31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20/3/31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7,111,516 1,832,889 168,944,405

总股本

167,111,516 1,832,889 168,944,405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22-3308115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4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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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林惠榕女士书面告知，获悉林

惠榕女士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林惠榕 是

28,881,701 13.09% 2.87%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厦门国际

银行

注：厦门国际银行指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陈国鹰

21,723.40 21.56% 7,700.00 35.45% 7.64%

林惠榕

22,065.30 21.90% 7,900.00 35.80% 7.84%

林金全

5,499.23 5.46% 0.00 0.00% 0.00%

国脉集团

5,755.83 5.71% 3,241.58 56.32% 3.22%

合计

55,043.76 54.63% 18,841.58 34.23% 18.70%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 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

况。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解除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0-013

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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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35,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51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9,

965,000元，占海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2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5号文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了4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46,0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0号” 同意，公司46,0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19年4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环转债” ，债券代码

“113532”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环转债自2019年10月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转股代

码“191532” ，初始转股价格为7.80元/股，目前转股价格为7.7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海环转债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7,000元海环转债转

换成公司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03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35,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4,51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0%。

(二)截至2020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9,965,000元，占海环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2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限售股解禁

（

2020

年

2

月

2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270,000,000 -270,000,000 / 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80,003,612 270,000,000 903 450,004,515

总股本

450,003,612 / 903 450,004,515

限售股解禁情况说明：2017年2月2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总股本为45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37,500,000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67,500,000股、270,000,000股分别于2018年2月22日、2020年2月20日

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8、2020-00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

电话：0591-83626529

传真：0591-83626529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人：林志军、陈秀兰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0-025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9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20年4月7日（星期二）下午15：00一17：00时在全景网

举行2019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谢一华先生，董事、总经理周立新先生，董事、财务

总监邓平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政良先生，独立董事杨勇先生。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811� � �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11

债券代码：155175� � � �债券简称：19东方01� � � �债券代码：155495� � � �债券简称：19东方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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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2,871万元（含62,871万元）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年4月29日，公司使用628,710,000.00元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20年4月1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628,710,000.00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833�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0-013

转债代码：113543� � � �转债简称：欧派转债 转股代码：191543� � � �转股简称：欧派转股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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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有132,000元“欧派转债” 已转换成欧派家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1,239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欧派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

494,868,000元，占“欧派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47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

发行1,49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4.9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88号文同意，公司14.9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9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欧派转债” ，债券代码“113543” 。

根据有关规定和《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欧派转债” 自2020年2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简称“欧派

转股” ，转股代码“191543” ，转股价格101.46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欧派转债” 自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累计转股金额132,000元，本次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1,239股，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1,239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尚未转股的“欧派转债” 金额1,494,868,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99.99%。

三、股本变动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首发限售股上市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583,758 -325,583,758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4,586,407 325,583,758 1,239 420,171,404

总股本

420,170,165 0 1,239 420,171,404

注：首发限售股上市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派家居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欧派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0-36733399

传 真：020-36733645

邮 箱：oppeinIR@oppein.com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822� � �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0-031

债券代码：113502� � �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191502� � �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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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股情况：截止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233,000元“嘉澳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5,11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7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84,767,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74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51号）核准，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7年11月10日公开发行了18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85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29号文同意，公司18,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

于2017年11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嘉澳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02”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嘉澳转债” 自2018年5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初始转

股价格为45.48元/股。公司于2018年6月实施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嘉澳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

为45.27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披露的《关于“嘉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嘉澳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5.04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披露的《关于“嘉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2018�年5�月17日至2023�年11月9日。

截止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233,000元“嘉澳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5,

11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70%。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84,767,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874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3,355,023 88 73,355,111

总股本

73,355,023 88 73,355,11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3-88623001

联系传真：0573-88623119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