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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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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潘建清之一致

行动人潘娟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9,0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潘娟美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13,3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

69.79%，占公司总股本的1.33%。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250,598,195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25.15%。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合计

182,252,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72.73%，占公司总股本的18.29%。

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接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潘娟美女士通知，获悉

其持有的原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

通股进行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9月21日，潘娟美女士将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的6,000,000股公司股份办理完成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潘娟美

本次解质股份 6,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0%

解质时间 2020年9月21日

持股数量 19,056,000股

持股比例 1.9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6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3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6%

本次解质股份中370万股已于同日办理了再次质押，具体情况见“二、股份

质押基本情况” ，其余230万股将不再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潘娟美 否 3,700,000 否 否

2020年9

月21日

2030年9

月20日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

行

19.42% 0.37%

补充关联

方流动资

金

合计 否 3,700,000 否 否 一 一 一 19.42% 0.37% 一

2、 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潘建清、杜海利、於志华、潘

建忠、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高新” ）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

为182,252,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2.73%，占公司总股本的18.29%，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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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潘娟美 19,056,000 1.91 15,600,000 13,300,000 69.79 1.33 0 0 0 0

潘建清 57,306,180 5.75 37,200,000 37,200,000 64.91 3.73 0 0 0 0

杜海利 17,520,122 1.76 13,000,000 13,000,000 74.20 1.30 0 0 0 0

於志华 7,234,083 0.73 7,200,000 7,200,000 99.53 0.72 0 0 0 0

潘建忠 19,920,000 2.00 10,800,000 10,800,000 54.22 1.08 0 0 0 0

天通高新 129,561,810 13.00 100,752,000 100,752,000 77.76 10.11 0 0 0 0

合计 250,598,195 25.15 184,552,000 182,252,000 72.73 18.29 0 0 0 0

三、潘娟美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潘娟美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9,6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3.83%，占公司总股本的0.96%，对应融资余额4,000万元；未

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合计为19,8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7.90%，占公司总股本的1.99%，对应融资余额7,550万元。上述融资额的还款资金

来源主要为资产处置、投资收益等。

2、潘娟美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潘娟美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潘娟美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

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潘娟美

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业务主要系为补充项目流动资金需要。目前，潘娟美

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平仓线，潘娟美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追加足额保证金、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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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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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维图新” ）于

2016年5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6月7日召开2015年

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2016年6月8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一一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将于2021年3

月23日届满，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6个月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上银瑞金一四维图新1号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

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共计21,071,092�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的1.64%，发行价格为17.02�元/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5,863.00万元。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锁定期为36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至“上银瑞金一四维图新1号资产管理计划” 名下之日

起计算。

3、2019年6月10日，公司披露《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司以总

股本 1,308,310,4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14�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权益分派完成后，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调整为31,606,638股。

4、2020年3月2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自上市流通日

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2,058,865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19,547,7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7%。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偿还债务等情形；未出现员

工持股计划累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10%及任一持有人持有的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对应的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1%的情形；也未出现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对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和资金提出权利主

张的情形。

二、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安排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于2021年3月23日届满，届满前“上银瑞金-四维图新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市场情况决定卖出股票的时机

和数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日内；

3、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

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三、其他事项说明

1、如因“上银瑞金-四维图新1号资产管理计划” 出售公司股票存在限制或

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上银瑞金-四维图新1号资产管理计划” 名下的公

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时， 经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同意后，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单次延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2、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员

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未有效延期的，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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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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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1,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银行理财产品

●履行的审议程序：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0年9月14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主要用于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和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

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预计

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招商银行

(湖东支行)

银行

理财

招商银行结构

性存款

CFZ00958

11,000 2.90% 90.89 104天

银行向公司提供本

金及保底利息的完

全保障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公司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谨慎决策，选

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银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并与银行保

持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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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审慎评估本次委托理财的风险，符合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及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产品

类型为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以短期为主，收益类型为保本保证收益型、保证收益

型或银行向公司提供本金及保底利息的完全保障等， 主要资金投向为银行理

财。合同中不存在履约担保和收取业务管理费的情形。

（二）风险控制分析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公司管理层事前评估

投资风险，严格筛选投资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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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将跟踪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向、

进展和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将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审计部负责全面检查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事项，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可能的风险与收益，每季度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检查结果。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036）系已

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

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42,585.87 142,411.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377.60 104,560.45

项目 2020年1月-6月 2019年1-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1.77 6,707.21

注：上述表格中2019年财务数据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0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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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资金收益，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11,000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47,120.44万元

的比例为23.34%，占最近一期期末（2020年6月30日）货币资金11,314.17万元的

比例为9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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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理财产品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核算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列示，理财产品

公允价值变动列示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处置理财产品时，处置收益在

“投资收益” 科目列示。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的理财产品， 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

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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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000 205,000,000 7,364,226.02 175,000,000

合计 380,000,000 205,000,000 7,364,226.02 175,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8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6.3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6.5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7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25,00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0,000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33�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0-055

债券代码：113543� � � �债券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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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20年至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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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欧派” ）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欧派家居” )为清远欧

派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清远分行” ）申请

授信额度所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 公司已实际为其向各银行申

请授信所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次)，实际为其提供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1557.48万元。

●本次担保无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0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2020年9月21日，欧派家居、清远欧派分别与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授信额度合同》， 清远欧派向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申请人民币

15,000万元授信额度，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0

年至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及《关于确定

2020年至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0年至2021年对外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68,500万元。全体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认为上述对外担保额度是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

实际需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风险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

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获得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欧派家居关于确定2020年至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欧派家居关于确定

2020年至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21） 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清远欧派主要从事整体厨柜、整体衣柜等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

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柏

住所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广清产业工业园园区内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

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

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道路货物运

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

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塑料制品业;批发和零售业;

（二）清远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6.30（未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5,059.61 267,953.60

负债总额 281,578.98 238,768.78

净资产 23,480.63 29,184.82

资产负债率 92.30% 89.11%

财务指标 2020年1-6月（未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492.00 167,591.65

净利润 -5,704.18 11,554.8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清远欧派与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合同》，授信额度使

用期限自2020年9月21日起至2021年9月20日止。 公司就清远欧派向广发银行清

远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人：清远欧派

（二）保证人：公司

（三）债权人：广发银行清远分行

（四）担保金额及范围：人民币1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五）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六）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68,5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0.8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

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16,593.5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66%。 以上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

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0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3.66%；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50,352.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27%。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0。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授信额度合同》

（四）清远欧派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3816� � �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0-108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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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持有顾家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65,910,420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05%。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顾家集团累计质押股票93,353,000股，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数的35.11%，占公司总股本的14.76%。

●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389,569,637股股票， 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61.60%。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170,113,000股，占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43.6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90%。

一、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 顾家集团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顾家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4,998,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9%

解质时间 2020年9月21日

持股数量 265,910,420股

持股比例 42.0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3,353,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1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76%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顾家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于后续质押

的计划。如有变动，顾家集团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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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顾家集团 265,910,420 42.05 98,351,000 93,353,000 35.11 14.76 0 0 0 0

TB� Home�

Limited

120,021,565 18.98 76,760,000 76,760,000 63.96 12.14 0 0 0 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顾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637,652 0.5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89,569,637 61.60 175,111,000 170,113,000 43.67 26.90 0 0 0 0

注：因顾家集团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顾家家居股票

转让协议》尚未完成办理，故以上顾家集团持有股份数为协议转让前的股份数。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股票代码：600883� � � �股票简称：博闻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044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理财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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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W款2020年第172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XJXCKJ13097）

●委托理财期限：91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十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预先授权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2020年5月8日，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预先授权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一、 本次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概况

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预先授权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内容详见2020

年4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07）、《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08）]。2020年5月8日，公

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预先授权进行委托理财

的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5月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5）]。

根据上述会议决议，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以自有流动资金2,000万元购买

广发银行 “薪加薪16号” W款2020年第17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编号：

XJXCKJ13097） [内容详见2020年6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9）]。

二、 本次购买委托理财产品到期及收益情况

2020年9月22日，上述委托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全部本金2,000万元，实现投资

收益约7.48万元。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13� � �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9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长高学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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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3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大

股东及部分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因硅巢项目需

要进一步扩大生产投资资金需求， 以及增加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流动性，

公司控股股东高学明先生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窗口期内不减持），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8,743,4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9,371,700股（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

2020年6� 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累计达到1%

的公告》（2020082），高学明先生在2020年6月22日至24日期间，已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37.168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00%。

一、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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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在减

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

持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学明先生的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其自2020年6月25

日至今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高学明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为48,754.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0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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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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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2、本次减持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

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10� � �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0-078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陕西多鲜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多鲜牧业” ）、西安东方多鲜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多鲜” ）、陕西多

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鲜物流” ）于近日对工商登记事项进行了变更，

现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现将变更事项公

告如下：

一、变更事项如下：

1、多鲜牧业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由“丁建平” 变更为“马铁民” ，其他

事项不变。

2、东方多鲜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由“丁建平” 变更为“马铁

民” ，其他事项不变。

3、多鲜物流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由“丁建平” 变更为“马铁

民” ，其他事项不变。

二、变更后登记信息

1、公司名称：陕西多鲜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220679317231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铁民

注册资本：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23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 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高渠乡周肖村

经营范围：奶牛的养殖、销售；青贮饲料的收购、贮存、销售，鲜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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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名称：西安东方多鲜乳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1MA6U4T0D2F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铁民

注册资本：叁仟伍佰叁拾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18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 所：西安市灞桥区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区纺园七路与灞柳二路什字

东南角

经营范围：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和饮

料（蛋白饮料类）的生产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国家专控除外）；本企业产品的

调剂服务及其他业务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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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名称：陕西多鲜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MA6U42FK1W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铁民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 所：西安国际港务区新合街道1号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零担货物运输；仓储、分拣、搬运、装卸、配送；预

包装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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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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