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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公司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邦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104,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8,2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

截至2020年8月6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公司董事会收到了恒邦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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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恒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8月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减持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6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具体情况如下

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24

日

16.02 58.00 0.064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27

日

15.92 206.00 0.226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29

日

16.75 85.00 0.093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30

日

17.01 69.93 0.077

王信恩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27

日

19.20 300.00 0.330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30

日

20.22 191.47 0.210

集中竞价

2020

年

8

月

5

日

18.77 320.20 0.352

大宗交易

2020

年

8

月

5

日

16.49 60.00 0.066

集中竞价

2020

年

8

月

6

日

19.71 75.00 0.082

合计

1365.6 1.500

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

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恒邦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7853.6006 8.627 7434.6706 8.1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853.6006 8.627 7434.6706 8.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王信恩

合计持有股份

4682.02 5.143 3735.350 4.1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82.02 5.143 3735.350 4.1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王家好

合计持有股份

1192.5 1.310 1192.5 1.3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2.5 1.310 1192.5 1.3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恒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13728.1206 15.079 12362.5206 13.5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28.1206 15.079 12362.5206 13.5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若上述表格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

原因所引起。

二、其他事项说明

1. 恒邦集团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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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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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2.恒邦集团的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恒邦集团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截至本公告日，恒邦集团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

减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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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2019年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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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455号），经公司核查落实，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下：

1、2019年度，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8亿元、3.08

亿元、-6.87亿元、5.57亿元。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各季度经营情况，说明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各季度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8亿元、3.08亿元、-6.87亿

元、5.57亿元，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一季度和二季度比较稳定，三季度和四季度变化较大，

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公司处于黄金冶炼行业，由于自有矿山的提供的原材料占比较低，仅占公司原材料总量

的4%左右，其他原材料均来自于外购，因此公司全年经营活动支付的资金中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总额的96.09%。公司2019年一、二季度支付原材料的采购

的现金，均来自于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较为稳定。公司三季度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三季度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了现金83.75亿元， 占全年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现金总额的

29.32%，较平均每季度71.41亿元高12.34亿元；主要系进入三季度以后，随着江西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对公司并购完成，公司的融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江铜财务公司直接给与了

公司16亿元的授信，在三季度共计向江铜财务公司融资14.50亿元，直接导致公司三季度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了8.71亿元。公司在江铜财务公司的融资资金，一部分用于

了归还融资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另一部分用于支付了前期已订货未付款的原材料款，导致

公司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幅下降。进入四季度以后，随着三季度采购的原材料到厂，直

接用于生产，公司用于原材料采购的现金支出下降，公司销售商品现金流入增加，导致公司四

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具体对比数据见下表：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98,067.04 793,143.45 814,477.14 804,872.07 3,010,559.7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7.03 29,348.34 2,407.93 -20,284.51 13,528.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124.07 822,491.79 816,885.06 784,587.56 3,024,088.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8,775.55 770,444.10 837,486.09 709,561.29 2,856,267.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3,153.50 12,524.52 11,756.81 17,982.33 55,417.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53.39 2,869.96 2,342.80 6,385.61 18,451.7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04.26 5,846.16 34,003.32 -5,023.09 42,330.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6,286.69 791,684.74 885,589.02 728,906.14 2,972,46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37.38 30,807.05 -68,703.96 55,681.42 51,621.89

2、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74.18亿元，占总资产45.96%，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

747.98万元。请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并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在资产

负债表日，对存货各明细类别进行减值测试，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并计入当期损益。具体如下：库存商品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用以继续加工的原材料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

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本公司

生产的产成品均可在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长江有色金属网、期货合约价格等）上查到其公

开市场售价。

2019年年末公司主要产品（金、银、铜、铅等）市场价格趋势较好，主要产品近三年价格趋

势图如下：

1）黄金

2）白银

3）电解铜

4）铅

5）硫酸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2019年末公司主要产品金、银市场价格趋势在上升，结合2019年年

末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白银价格，公司产品金、银不存在跌价；公司产品铜、电解铅由于市场

价格稍微波动，公司对部分在产品铜、铅计提了跌价准备；由于环保督察形式趋严影响，较多

化工企业出现限产或停产的情况，使得硫酸的市场需求量减少，同时省内金属冶炼企业前期

因环保问题改造升级了脱硫装置，提高了副产品硫酸的产出，使得硫酸的市场供给量增加，导

致其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公司依据2019年末及2020年初销售价格及趋势，对库存硫酸原材料

及产成品硫酸计提了大额存货跌价准备。

（2）截至2019年末，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跌价计提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末存货跌价比例（

%

）

2019

年计提存货跌价占比（

%

）

山东黄金

0.01 0.00

中金黄金

1.39 1.37

赤峰黄金

6.89 1.44

湖南黄金

1.12 0.95

紫金矿业

0.70 0.61

园城黄金

0.43 0.00

银泰黄金

0.16 0.00

西部黄金

2.50 3.36

平均数

1.65 0.96

中位数

0.70 0.61

恒邦冶炼

1.26 0.63

由上表可以看出，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2019年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略低于同行业平均值，但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位数，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基本一致。

（3）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存货跌价准备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了解了公司存货减值准备

计提的政策、程序、方法和相关内部控制,并获取了管理层关于存货的减值测试底稿，复核了减

值测试计算过程。将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期末余额的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经核查，我们认为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金额是合理的。

3、报告期内，你公司货币资金17.16亿元，其中13.63亿元处于受限状态；短期借款60.24亿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3.20亿元，应付银行承兑汇票13.19亿元。请结合你公司现金流及

授信情况，说明你公司的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是否有偿债风险。

回复：

（1）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获取现金能力较好

2017年-2019年，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9,455.02万元、115,706.37万

元和51,621.89万元。公司经营活动形成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10,559.70 2,344,131.72 2,103,845.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28.79 50,016.44 14,328.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24,088.48 2,394,148.16 2,118,173.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56,267.04 2,138,724.92 1,912,740.9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5,417.16 51,259.03 47,096.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451.76 25,519.67 22,395.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330.64 62,938.17 56,486.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72,466.60 2,278,441.78 2,038,71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21.89 115,706.37 79,455.02

2017年-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主要客户回款情况良好，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呈逐年增长趋势，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值。因此，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良好，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获取现金能力较好，还款的主要资金来源稳定，营运资金自身补充能力较

强，为公司偿债提供良好的保障。

（2）公司资信良好，银行授信额度充足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资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形。

2019年，江西铜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恒邦股份29.99%股份，江西铜业成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江西省国资委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恒邦股份成为国有控股企业后，控股股东江西

铜业为公司银行端融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担保支持，银行端持续债务融资能力更强，有利于维

持公司稳定经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的尚未使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574,724.46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总额 已使用额度 可用余额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140,000.00 138,753.00 1,247.0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160,000.00 112,273.45 47,726.55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69,000.00 21,458.60 47,541.4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67,000.00 51,723.03 15,276.97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100,000.00 98,954.34 1,045.66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58,000.00 41,929.00 16,071.00

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0,000.00 42,332.55 7,667.45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0,000.00 39,328.00 10,672.00

9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35,000.00 17,984.00 17,016.00

1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20,000.00 9,679.00 10,321.01

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10,000.00 9,000.00 1,000.00

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30,000.00 - 30,000.00

13

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60,000.00 160,000.00 -

1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烟台分行

15,000.00 15,000.00 -

1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40,000.00 32,565.49 7,434.51

16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70,000.00 18,422.94 51,577.06

17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15,000.00 - 15,000.00

18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80,000.00 27,291.63 52,708.37

1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80,000.00 - 80,000.00

20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00 - 20,000.00

21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000.00 20,000.00

2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19,400.00 19,400.00

2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5,000.00 15,000.00

24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3,900.00 3,900.00 -

25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20,700.00 2,469.02 18,230.98

26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41,857.20 41,857.20

27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7,904.80 27,904.80

28 Banco BBVA del Perú 2,052.11 2,052.11 -

29 Scotiabank Perú S.A.A 1,395.24 1,395.24 -

30 Scotiabank Perú S.A.A. 101.60 101.60 -

31 Scotiabank Perú S.A.A. 533.00 533.00 0.00

32

栖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265.00 238.50 26.50

合计

1,422,108.94 847,384.48 574,724.46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持有的金融机构授信总额为1,568,515.00万元，授信额度进一步

增强，其中尚未使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463,713.19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风险，但不会对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业

务对资金需求强烈，伴随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债务规模也相应增加。但公司业务有稳定

的现金流流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银行授信额度充足，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良好。

4、报告期内，你公司衍生金融资产1,821.45万元，同比增加1,312.96%；交易性金融负债科

目黄金租赁5.88亿元，同比增加184.18%；衍生金融负债期初余额0，期末余额6,124.09万元。请

说明上述科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并结合黄金套期保值业务风险，说明你

公司采取的相应风险防范措施。

回复：

（1）上述科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衍生金融资产

2019年末， 公司衍生金融资产1,821.45万元由黄金T+D公允价值变动形成。 公司在黄金

T+D业务建仓时不进行会计处理，期末对于未平仓的黄金T+D业务，按建仓价与期末收盘价

的差异确认衍生金额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19年末，公司衍生金融资产

同比增加较大，主要是黄金T+D业务产生的期末未实现盈余增加。

2）交易性金融负债

2019年末，交易性金融负债金额较期初增加38,126.90万元，主要原因是非银行套期保值

的黄金租赁业务增加。

对于公司套期保值，公司在租入黄金时，按照租赁价格和黄金租赁量确认交易性金融负

债金额，期末对尚未归还的黄金租赁量依据金交所黄金价格的收盘价以及黄金远期交易（针

对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价格调整交易性金融负债，同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交易性金融负债规模随黄金租赁数量及金交所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公司在黄

金租赁偿还时黄金价值与相应的交易性金融负债账面成本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报

告期末，公司将未偿还部分的黄金租赁量对应的市场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衍生金融负债

2019年末，公司衍生金融负债金额为6,124.09万元，主要是期货业务形成。公司期货业务

的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期限存在差异，未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套

期有效性要求，因此公司将当期平仓实现的损益计入当期投资收益科目，期末持仓浮动损益

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科目 （同时计入衍生金融负债或衍生金融资产）。2018年公司持仓的

期货业务形成收益，因此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中核算，衍

生金融负债期初余额0。2019年公司持仓的期货业务形成亏损，因此形成衍生金融负债，从而

使得变动较大。

综上所示，上述科目大幅变动具有合理性。公司的会计处理具有合规性。

（2）黄金套期保值业务风险及公司采取的风险风范措施

1）黄金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①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②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

性风险，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③技术风险：行情系统、下单系统等可能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无法获得行情或无法下单。

④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

成风险。

⑤信用风险：交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约的

相关规定，取消合约，造成公司损失。

⑥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

从而带来风险。

2）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①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且只限于在境内交易所交易，最大程度对冲

价格波动风险。

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③公司制定并完善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额度、品种、审批权限、组织

机构、责任部门及责任人、授权制度、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报告制度、档案管理等作出明

确规定。

5、报告期内，你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的交易额度为600万元，实

际发生金额为689.7万元；预计与关联方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

工” ） 采购和销售额度分别为2,500万元和200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为2,862.88万元和404.04万

元；预计与关联方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的交易额度为500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981.39

万元。请说明前述超出获批额度的关联交易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

10.2.11条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回复：

（1）公司已就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发布《关于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9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19年8月22日，公司公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在“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三、重大关

联交易”之“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中披露了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内容。

2019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增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20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20年3月20日，公司公告《2019年年度报告》，在“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六、重大关联

交易”之“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中披露了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内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每年发生的数

量众多的日常关联交易，因需要经常订立新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而难以按照本条第（一）项

规定将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可以在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前，对本

公司当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根据预计金额分别适用第10.2.3条、

第10.2.4条或者第10.2.5条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对于预计范围内的日

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因此，公司已就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2）前述超出获批额度的关联交易无需再次履行审批程序与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 之“1、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公司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3）及《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公

司预计2019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包括：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

化工有限”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泵业”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邦助剂” ）、烟台恒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印刷” )、铜陵华金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陵华金” ）、烟台恒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物

流”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合金” ）、烟台恒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邦科技” ）、烟台恒邦电力供应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电力” ）、烟台

恒邦化工原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工”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铅

锌金属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香港有限公司、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科珀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东乡）铸造有限公司、成都江铜金号有

限公司。

其中，恒邦化工有限、恒邦泵业、恒邦助剂、恒邦印刷和恒邦合金为恒邦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恒邦物流、和铜陵华金为恒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恒邦化工、恒邦科技、恒邦电力为恒邦物

流的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恒邦集团持有本公司10.53%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二大

股东。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0条规定：

“上市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以下关联交易， 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本规

则第10.2.3条、第10.2.4条和第10.2.5条规定：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

上述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

联人。

已按照第10.2.3条、第10.2.4条和第10.2.5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

算范围。”

根据上述规定，鉴于恒邦化工有限、恒邦泵业、恒邦助剂、恒邦印刷、恒邦合金、恒邦物流、

恒邦科技、恒邦电力、铜陵华金、恒邦化工同受恒邦集团控制，因此属于可以累计计算关联交

易金额的同一关联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可以累计计算。

公司2019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获批额

度详情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万元）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万元）

实际超出额度（万元）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黄药、黑药

689.70 600.00 89.70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

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液碱、烧碱、硫酸等

817.74 2,500.00 -1,682.26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矿石、运费

690.23 7,000 -6,309.77

烟台恒邦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印刷费

342.66 500 -157.34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购材料

4,927.59 6,000 -1,072.41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

售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硝酸、滤纸能

2,862.88 2,500 362.88

烟台恒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购材料

11,919.97 20,000 -8,080.03

烟台恒邦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购材料

87.99 1,800 -1,712.01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

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购材料

185.61 1,000 -814.39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

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废旧材料、液氮

157.91 500.00 -342.09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

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氨水、化肥等

71.24 500.00 -428.76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

售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硫酸、二氧化硫

404.04 200.00 204.04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电解铅、液氧等

981.39 500.00 481.39

烟台恒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子

公司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甲醇、氨水、硫酸、二氧化硫等

1.31 900.00 -898.69

合计

24,140.26 44,500 -20,359.74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第三款规定：“……如果在实际执

行中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预计总金额的， 公司应当根据超出金额分别适用第10.2.3条、第

10.2.4条或者第10.2.5条的规定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24,140.26万元，预

计额度累计为4,45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超过预计累计金额，只有

部分单项关联交易超过年初获批的单项额度，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额（万元）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万元）

实际超出额度（万

元）

超出额度是否在三百万元以上， 且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0.5％

以上

超出额度是否在三千万元以上，且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

以上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

689.70 600.00 89.70

否 否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2,862.88 2,500 362.88

否 否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404.04 200.00 204.04

否 否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981.39 500.00 481.39

否 否

因此，公司与恒邦集团下属公司2019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超过预计累

计金额，且公司与恒邦集团下属公司2019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总金额的单项

金额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规定的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前述超出获

批额度的关联交易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履行审批程序和披

露义务。

6、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栖霞市金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金兴” ）因未决诉

讼被司法冻结资金合计1,400万元，栖霞金兴净资产-1,209.70万元，净利润-4,266.28万元。请

结合栖霞金兴2017至2019年度生产经营状况，说明栖霞金兴资不抵债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回复：

2011年山东省政府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鲁

政办发[2011]67号），文件规定：金矿老矿山生产规模低于4万吨/年、新建矿山低于6万吨/年，

2015年底前一律予以关闭。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金兴）各矿山生产规模均

低于文件规定的要求，再加上浅部开拓系统以内的资源储量接近回采完毕，自2015年开始，各

矿山根据资源储量情况进行了扩能采矿工程建设，导致出现了收入少、投入大的局面，造成资

不抵债的主要原因如下：

（1）资源情况

栖霞金兴合计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5,837,635吨，金金属量20,961公斤，资源情况良好。详

见下表

序号 报告名称

提交储量

(

金）

评审文号 备案文号

矿石量（吨） 金属量（千克）

1

山东省栖霞市马家瑶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1,093,359 3,862

鲁矿核审金字

[2019]18

号 鲁自然资

[2019]706

号

2

山东省栖霞市盘马金矿杨家夼矿区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

1,047,547 2,202

鲁矿核审金字

[2017]34

号 鲁自然资储备字

[2019]45

号

3

山东省栖霞市后夼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1,234,988 4,335

鲁矿勘审金字

[2015]51

号 鲁国土资函

[2015]275

号

4

山东省栖霞市庄子

I

号带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778,849 3,339

鲁矿核审金字

[2017]35

号 鲁国土资函

[2018]6

号

5

山东省栖霞市东庵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326,471 1,592

鲁矿核审金字

[2019]12

号 鲁自然资函

[2019]651

号

6

山东省栖霞市台前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114,453 364

鲁矿核审金字

[2016]37

号 国土资储备字

[2016]142

号

7

山东省栖霞市苏家庄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1,027,889 4,622

鲁矿核审金字

[2016]44

号 鲁国土资字

[2016]172

号

8

山东省栖霞市台前矿区深部金矿详查报告

214,079 645

鲁矿勘审金字

[2011]41

号 鲁国土资字

[2011]1381

号

合计

5,837,635 20,961

（2）投入大量的基建工程进行扩能建设

根据保有资源储量情况，委托设计院进行了可研、初步设计、开发利用方案和安全设施设

计，截至目前，采矿系统累计总投入17,447.8万元，选矿系统（选厂和尾矿库）累计总投入11,

302.63万元，合计达28,750.43万元。

（3）公司多处矿山被划入自然保护区，造成了不能正常生产。

栖霞金兴盘马金矿马家窑矿区、 东庵矿区于2003年5月被划入牙山林业保护区。2017年8

月份栖霞市自然资源部门通知两个矿区停产并责令退出保护区。 为了保证两个矿区不被关

闭，经公司多方协调，直到2020年6月1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林业局）才发布了《关于

自然保护区内9宗采矿权完成退出任务通过现场复核的公示》，调整出保护区的工作已基本完

成，但生态红线仍未调整完毕，正在积极协调相关工作。

栖霞金兴盘马金矿杨家夼矿区经与国土部门协商把处于保护区内的部分划出，重新办理

了储量核实，现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综上原因，矿山基建期内不能从事采矿活动，只能通过基建工程来获得少量的副产矿石，

不能正常采矿生产，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减少，但矿山采矿建设项目工程量大，投入多，再加上

自然保护区的限制造成不能正常生产，栖霞金兴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随着扩能工程的逐

步完成、自然保护区逐渐调整完毕及黄金价格上涨，栖霞金兴有望年内实现扭亏为盈。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451� � �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0-037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执行裁定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电气” 、“公司” ）于2020年8月5日、2020年8

月6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送的《执行裁定书》以及公司股东上海融屏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屏信息”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持股5%以上股东融屏信息持有的公司32,

002,356�股（占公司总股本 7.29%）已被司法拍卖，内容详见公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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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送的《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

裁定上述拍卖的股份所有权已归买受人所有，买受人可持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过户手

续，裁定内容如下：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451）11,743,984.00股股票的所有权归受

买人周迎迎所有。上述股票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周迎迎时起转移（（2020）浙01执

117号至118号之一、122号至123号之一）。

（2）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451）8,807,988.00股股票的所有权归受买

人俞剑所有。上述股票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俞剑时起转移（（2020）浙01执119号至

121号之一）。

（3）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451� ）11,450,384.00股股票的所有权归受

买人申屠洋所有。上述股票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申屠洋时起转移（（2020）浙01执

124号至127号之一）。

（4）买受人周迎迎、俞剑、申屠洋可持本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过户手续。

（5）解除对被执行人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002451）32,002,356.00股股票的冻结（包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京民初164

号所作之冻结）。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查询获悉，上述股份已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

三、前次权益变动情况

2017年5月2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与融屏信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融屏信息受让问泽鸿先生持有的公司42,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9.56%），本次协

议转让后，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85,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9.56%），详见公司于2017年5

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2018�年6�月21�日，融屏信息两融账户的部分公司股份被财通证券强制平仓，平仓股

数为79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18%）。此次被动减持前，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85,

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9.56%），均为无限售流通股；被动减持后，融屏信息持有公

司股份85,12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9.38%）。

2、2018年7月31日，融屏信息两融账户的部分公司股份被财通证券强制平仓，平仓股数为

1,80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41%）。此次被动减持前，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85,129,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9.38%），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此次被动减持后，融屏信息持有公

司股份83,32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97%）。

3、2018年8月1日，融屏信息两融账户的部分公司股份被财通证券强制平仓，平仓股数为1,

79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41%）。此次被动减持前，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83,327,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97%），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此次被动减持后，融屏信息持有公司

股份81,53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56%）。

4、2018年9月19日，融屏信息两融账户的部分公司股份被财通证券强制平仓，平仓股数为

7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18%）。此次被动减持前，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81,534,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56%），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此次被动减持后，融屏信息持有公司

股份80,74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38%）。

5、2018年10月29日，融屏信息两融账户的部分公司股份被财通证券强制平仓，平仓股数

为1,56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36%）。此次被动减持前，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80,744,

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38%），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此次被动减持后，融屏信息持有公

司股份79,17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03%）。

6、2019年3月18日和2019年3月19日，融屏信息融资融券账户的部分公司股份分别减持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00%）和1,25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29%）。此次减持后，融屏信息

持有公司股份7,7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7.74%）。

7、2020年3月24日，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华龙证券杭州玉古路营业部协助将融屏

信息所质押股份8,7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卖出变现。此次减持

后，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69,1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5.74%）。

8、2020年5月26日，融屏信息持有公司的2,348,79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53%）和611,

18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4%）已被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平台拍卖，上述股

份已被方文澜竞买成功。截至目前，上述合计2,959,98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0.67%）已完

成过户，此次拍卖过户完成后，融屏信息持股数变为66,176,0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5.07%）。

9、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杭州千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杭州千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公司）、杭州新千万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的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2020年7月11日至

2020年7月13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网络平台对融屏信息所持公司股份

32,002,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9%）分成11笔进行了拍卖，且于2020年7月31日做出裁定上

述股份所有权已归买受人所有，买受人可持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过户手续。截至目前，

上述股份已完成过户，融屏信息持股数减少至34,173,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8%）。

综上，自前次权益变动至本报告日，股东权益变动累计变动了11.7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权益变动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变动股数

（股）

变动比例

上海融屏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85,920,000 19.56% 34,173,659 7.78% 51,746,341 11.78%

（三）权益受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融屏信息持有公司股份总数34,173,6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78%，

其中，33,921,303股已被质押，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99.26%；34,173,659股全部已被司法冻结

以及司法轮候冻结。

五、其他说明

1、融屏信息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并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融屏信

息此次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868� � � �证券简称：ST安凯 公告编号：2020-075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7月份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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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7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品 目

2020

年

7

月份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266 2,366 -36.02%

其中：大型客车

14 609 -55.15%

中型客车

111 933 -25.30%

轻型客车

141 824 -24.47%

销量

350 2,392 -31.74%

其中：大型客车

41 588 -56.61%

中型客车

121 971 -13.38%

轻型客车

188 833 -18.97%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能以

公司产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869� � �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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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溢科技” 或“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

事杨成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成先生因个人原因， 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

务，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战略发展及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杨成先生将继续担

任伟龙金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杨成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杨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

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尽快完成非独立董事的补选工

作。

截至本公告日，杨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305,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5%。离任后，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继续遵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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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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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管理。

杨成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向杨成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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