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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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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054,478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

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21,706,180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80号《关于同意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虹软科技）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6,000,000股，并于2019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406,000,000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38,006,205

股，限售流通股为367,993,79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涉及北

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达隆发展有限公司等34名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东，

以及1名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虹软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

持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上述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共计223,

760,6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1135%，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

限售股将于2020年7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

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东所持股份锁定承诺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达隆发展有限公司等34名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东均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事项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承诺按以下原则锁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企业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不符的， 本企业同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本企业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1、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就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持有股份的意向：本企业作为发行人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

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2）减持股份的意向：

减持股份的条件及股数： 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

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企业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

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限售期满后2年内每年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上市时本

企业持有发行人总股份的50%。

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

后2年内减持的，本企业承诺仅在发行人市值超过120亿人民币时进行减持。本企业减持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

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

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约束措施：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2、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达隆发展有限公司） 及杭州虹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就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持有股份的意向：本企业作为发行人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

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2）减持股份的意向：

减持股份的条件及股数： 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

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企业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

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限售期满后2年内每年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总

股本的5%。

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减持股份的价格：本企业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发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在

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

相应调整。

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

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

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约束措施：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3、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达隆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JIANG� Nanchun就所

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事项承诺如下：

“（1） 持有股份的意向： 本人作为发行人股东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的唯一股

东，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对外转让本人持有的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意向：

减持股份的条件及股数：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

减持计划，限售期满后2年内每年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5%。

减持股份的方式：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

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

减持股份的价格：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

发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约束措施：本人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通过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

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

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

流通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经核查，公司联席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意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虹软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虹软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二）经核查，公司联席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意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虹软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综上，本保荐机构对虹软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3,760,658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054,478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21,706,18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注①）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65,331,250 16.0914% 65,331,250 0

2 达隆发展有限公司 19,618,850 4.8322% 19,618,850 0

3

杭州虹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8,962,950 4.6707% 18,962,950 0

4 虹宇有限公司（注②） 14,834,810 3.6539% 14,834,810 0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攀越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699,550 3.6206% 14,699,550 0

6

杭州虹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0,256,300 2.5262% 10,256,300 0

7

上海君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君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9,344,330 2.3016% 9,344,330 0

8

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33,130 1.6091% 6,533,130 0

9

杭州虹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257,880 1.2950% 5,257,880 0

10

杭州虹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365,630 1.0753% 4,365,630 0

11 西藏泰亚投资有限公司 4,011,990 0.9882% 4,011,990 0

12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829,780 0.9433% 3,829,780 0

13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29,780 0.9433% 3,829,780 0

14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3,438,510 0.8469% 3,438,510 0

15

苏民投资管理无锡有限公司－苏民

无锡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63,830 0.7546% 3,063,830 0

16

广州盈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872,330 0.7075% 2,872,330 0

17

深圳市盛世景投资有限公司－广州

盛世聚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680,850 0.6603% 2,680,850 0

1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碧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台州禧利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89,360 0.6131% 2,489,360 0

19

江苏瑞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瑞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6,970 0.5978% 2,426,970 0

20

上海敦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

骅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297,870 0.5660% 2,297,870 0

21

杭州虹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135,420 0.5260% 2,135,420 0

22

海宁东证蓝海并购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22,480 0.4981% 2,022,480 0

23

上海星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

星涌炫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4,890 0.4716% 1,914,890 0

24

广州盈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盈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4,890 0.4716% 1,914,890 0

25

宁波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天堂硅谷远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4,890 0.4716% 1,914,890 0

26

杭州牵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914,890 0.4716% 1,914,890 0

27

厦门富凯海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723,320 0.4245% 1,723,320 0

28 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00,450 0.4188% 1,700,450 0

29

安吉合杏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注③）

1,531,920 0.3773% 1,531,920 0

30

深圳汇智同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40,280 0.3301% 1,340,280 0

31

北京朗玛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朗玛永安投资管理股份公

司

1,148,930 0.2830% 1,148,930 0

32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48,930 0.2830% 1,148,930 0

33

南京蜜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

蜜蜂一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5,960 0.1887% 765,960 0

3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舜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余姚市阳明智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82,980 0.0943% 382,980 0

35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虹

软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54,478 0.5060% 2,054,478 0

合计 223,760,658 55.1135% 223,760,658 0

注：①上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②公司实际控制人Hui� Deng（邓晖）先生通过虹宇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1,215,540股，

根据其作出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

承诺期限内，公司实际控制人Hui� Deng（邓晖）先生将严格遵守对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作出的

上述限售承诺。

③杭州合杏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安吉合杏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并已于2020年5月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21,706,180 一

2 战略配售股份 2,054,478 12

合计 223,760,658 一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62� � � �证券简称：五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0-046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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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并经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16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1、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25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购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2826）”产品，产品起息日为2020年4月13日，到期日为2020

年7月13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近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

品，赎回本金2,25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72,924.66元，本金和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25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购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2827）”产品，产品起息日为2020年4月13日，到期日为2020

年7月13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近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

品，赎回本金2,25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347,794.52元，本金和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五方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

元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2020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七期产品110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投资金额：5,000万元

4、起息日：2020年7月13日

5、到期日：2020年9月30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1.00%/3.05%/3.15%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无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风险产品均经过严格的评估，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宏观市场经济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

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商业银行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并提供保本承诺、期限不

超过12个月的投资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产品、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等。

2、公司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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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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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是否

赎回

实际收益

（元）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荆州

沙北支行

招商银行结

构性存款

CWH01333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000

2019年10

月22日

2019年12

月25日

1.25-3.8

5

是 472,547.95 3.85

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

DV2019006

1）

保证收

益型

4,500

2019年10

月21日

2019年12

月30日

1.30-6.4

0

是 112,191.78 1.30

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

DV2019006

2）

保证收

益型

4,500

2019年10

月21日

2019年12

月30日

1.30-6.4

0

是 552,328.77 6.40

4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分行

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保本型 7,000

2019年10

月21日

2019年12

月30日

3.78 是 507,150.00 3.78

5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

DV20200028

2）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4,500

2020年1

月10日

2020年4

月9日

1.30-6.4

0

是 710,136.99 6.40

6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

DV20200028

3）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4,500

2020年1

月10日

2020年4

月9日

1.30-6.4

0

是 144,246.58 1.30

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经济开发

区支行

“汇利丰”

2019年第

5983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

2019年10

月25日

2020年4

月24日

3.55-3.6

0

是 1,795,068.49 3.60

8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荆州

沙北支行

招商银行结

构性存款

CWH01421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

2020年1

月9日

2020年5

月11日

1.35-3.8

9

是 497,391.78 3.69

9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分行

2020年挂钩

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

制第一期产

品177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

2020年1

月9日

2020年6

月9日

1.65/

3.70/

3.80

是 1,541,666.67 3.70

1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

DV20200282

6）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2,250

2020年4

月13日

2020年7

月13日

1.30-6.2

0

是 72,924.66 1.30

1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CS-

DV20200282

7）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2,250

2020年4

月13日

2020年7

月13日

1.30-6.2

0

是 347,794.52 6.20

12

汉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荆州

分行

九通惠企存

定期存

款

7,000

2019年10

月15日

2020年10

月15日

3.90 否 未到期 -

1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荆州

沙北支行

招商银行结

构性存款

CWH01627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

2020年5

月14日

2020年8

月14日

1.35-3.3

5

否 未到期 -

14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分行

2020年挂钩

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

制第七期产

品11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2020年7

月13日

2020年9

月30日

1.00/

3.05/

3.15

否 未到期 -

1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荆州

沙北支行

招商银行结

构性存款

CWH01572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500

2020年4

月17日

2020年10

月14日

1.55-3.8

2

否 未到期 -

16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经济开发

区支行

“汇利丰”

2020年第

4926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2020年4

月29日

2020年10

月14日

1.95/

3.70

否 未到期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合计为2.55亿元，

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

五、备查文件

1、银行回单、权利凭证、产品说明书及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02� � � �证券简称：*ST鼎龙 公告编号：2020-049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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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500万元-3,200万元 亏损：213.4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91元/股-0.0372元/股 亏损：0.0025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元” 、“万元” 指人民币元、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发展情况

持续转好，前期游戏业务推广投入的效益逐步显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实现增长；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成本费用管控，整体经营效率提升，期间费用率显著下

降；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较大额影视业务对应的应收款项，前期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转回也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了一定正向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2020年半年

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0-055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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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全流通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

者的沟通联系，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海南证监局将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海南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 活动，活

动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15:30-17:00，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rs.p5w.net/html/123006.shtml。

届时，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要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

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2019年年报披露、财务数据、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

现金分红、重大事项、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 形式的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7

证券代码：128112� � � �证券简称：歌尔转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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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780号文核准，歌

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40亿元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共4,000万张，期限为6年。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500.00万

元（含税），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399,500.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0年6月18日到账。扣除其他发行费用597.00万元（含税）后，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98,903.00万元。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中喜验字[2020]

第00066号）。

根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青岛研发中心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歌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歌尔科技”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的议案》，公司拟以青岛研发中心项目对应的80,000万元募集资金对歌尔科技进行增资，全部

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歌尔科技的注册资本金由15,000万元增至95,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歌尔科技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0年7月14日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专户余额（元） 备注

1

歌尔科技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山东路支行

8110601012201149387 400,000,000.00

青岛研发中心项

目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北支行

532907196810888 400,000,000.00

青岛研发中心项

目

合计 800,000,000.00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歌尔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合同的甲方

乙方：各募集资金开户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的青岛研发中心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 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

信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

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2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2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2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2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

额的20%的（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7、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配合

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丙方经现场检查等方式核实后，如发现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存在重大违

规情况或者重大风险的，应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2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

后的保荐代表人自动继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2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1、甲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

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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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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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900万元～1,350万元 亏损：-8,660.4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37元～0.0356元 亏损：-0.2281元

3、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928.48万元–-13,478.48万元 59,853.0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预计业绩较上期增长，主要原因是:

1、 上年同期亏损8,660.46万元， 主要是由于当时全资公司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摩山保理” ）转让其对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债权，计提了信

用减值损失9,804.74万元。本报告期无此事项发生。

2、本报告期，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成，公司不再持有摩山保理股权。公司

按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处置该项长期股权投资，增加利润约30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2019年度期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值，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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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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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50%-70%

盈利：2,525.20万元

盈利：_3,787.80万元–4,292.8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等因素的正面影响，上半年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预定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日期为2020年8月22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

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