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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解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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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获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王和

平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解冻。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及解冻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司法冻结

股数（股）

司法冻结

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

执行人

司法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王和平 否 11,140,000.00

2020年10月28

日

2023年10月27

日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

院

25.50%

王和平 否 750,727.00

2020年10月28

日

2023年10月27

日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

院

1.72%

王和平 否 444,018.00

2020年10月28

日

2023年10月27

日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

院

1.02%

2.�本次股份被解冻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解除冻结股数（股）

司法冻结

日期

解除冻结

日期

解除冻结

执行人

股份解冻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王和平 否 10,690,582.00 2020年8月4日

2020年10月28

日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

院

24.47%

3.�股东股份累计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王和平持有本公司股份43,680,26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6.62%，其股份被司法冻结总数为32,989,678.00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75.53%，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二、股东股份被法院轮候冻结的原因

经询问，截止目前，王和平先生尚未收到本次股份冻结及解冻相关的

法律文书、通知文件，暂不能确认上述股份被冻结及解冻的具体原因。公司

无法获悉王和平先生股份被冻结及解冻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

三、其他风险提示

王和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解除冻结及股份的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被冻结的后续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92� � �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0-084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南文盛转让福建文盛、防城港文盛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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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8月2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海南文盛转让福建文盛、防城

港文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主要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文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文盛” ）拟将其持有的福建文盛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文盛” ）100%股权、防城港市文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城港

文盛” ）100%股权转让给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盛投资” ），股权

转让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7）。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已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海南文盛与文盛投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文盛投资已按约定履行

付款义务，福建文盛和防城港文盛已经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57� � �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20-042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支机构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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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工程咨询审图分

公司的议案》，同意成立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咨询

审图分公司（暂定名称，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安徽省交通规

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7）。

二、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根据董事会决议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WCFW0X7

名称：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咨询审图分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营业场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80号10楼1010室

负责人：吴刚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交通与城乡基础设施（道路、桥梁、隧道、港口、航道、轨道、交通

工程、岩土、风景园林、给排水、建筑、结构等）、资源与生态及环境（保护、修复、

防灾、治理与开发利用等）以及智能与信息化系统等工程的投资、规划、咨询、

项目管理、勘察、设计、监理、检测、建造、运维、技术、装备、总承包及对外承包

工程。（未经金融部门批准不得从事融资担保、吸收存款、代客理财等相关金融

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广州酒家 证券简称：603043� � � �公告编号：2020-061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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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5,000万元、3,000万元、7,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产品代

码：ZX202007G059）、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91天）B款理财计划（产品

代码：99091）、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ZX202004G033）

● 委托理财期限：181天、91天、362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4月2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使用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一

年以内的短期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一） 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人民币15,000万元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4）。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期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

币15,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578,093.70元。

（二）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12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合计购买

了人民币15,000万元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短债周开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州酒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上述理财产品已

于近期赎回， 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15,000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228,

269.56元。

（三）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人民币3,000万元招

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TH001879）。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州酒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期

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51,095.89元。

（四）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人民币7,000万元招

商银行公司季季开3号理财计划(产品代码：7901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

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期赎回，公司收回本

金人民币7,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56,000元。

本次赎回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理财

期限

收益

类型

实际收益（元）

参见公

告

1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

产品

15,000

2020年7月23日至2020年10

月27日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78,093.70

2020-0

44

2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短债周开净

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15,000

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

12日至2020年10月19日、

2020年10月26日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28,269.56

3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

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

TH001879）

3,000

2020年5月29日至2020年8

月31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1,095.89

4

招商银行公司季季开3号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79012)

7,000

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8

月24日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56,000.00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优化资金配置，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保障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产

品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

选系列理财产品（产品

代码：ZX202007G059）

15,000 4.00% 181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产

品

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

列公司（91天）B款理

财计划（产品代码：

99091）

3,000 4.00% 91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3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产

品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

选系列理财产品（产品

代码：ZX202004G033）

7,000 4.00% 362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风险。

2．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监督与

审计。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

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及资金投向

1.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产品代码：ZX202007G059）

（1）产品性质：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期限：181天；

（3）投资起息日：2020年10月29日；

（4）投资到期日：2021年4月28日；

（5）认购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6）资金投向：货币市场工具类（0%-80%）、债券类（0%-100%）。

2.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91天）B款理财计划（产品代码：99091）

（1）产品性质：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期限：91天；

（3）投资起息日：2020年9月11日；

（4）投资到期日：2020年12月11日；

（5）认购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6）资金投向：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资

产和金融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 （0-50%）、 债券逆回购及资金拆借

（0-90%）、债券资产、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等（10-100%）。

3.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产品代码：ZX202004G033）

（1）产品性质：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期限：362天；

（3）投资起息日：2020年8月26日；

（4）投资到期日：2021年8月23日；

（5）认购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

（6）资金投向：货币市场工具类（0%-60%）、债券类（0%-100%）。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 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相关规定对

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投资类型、流动性进行评估，公司在购买理财产品前，通

过评估、筛选等程序，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公司

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036），属于

已上市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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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09月11日，法定代表人黄子励，注册

资本117.76亿元人民币，主营外汇交易服务、保险兼业代理、个人本外币兑换、

本外币兑换、货币银行服务。

截至2019年末，广州银行资产总额5,612.31亿元，股东权益400.44亿元，营

业收入133.79亿元，净利润43.24亿元。广州银行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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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对受托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

力等情况，通过公开信息进行查验；与部分受托方曾保持理财合作业务关系，

未出现未能兑现的情形，综上，未发现受托方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

体情况。

五、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3,979,374,995.93 2,932,003,677.90

负债总计 1,525,225,069.53 720,388,861.25

股东权益 2,454,149,926.40 2,211,614,816.65

货币资金 1,593,736,897.75 1,295,638,085.44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243,993.06 481,381,794.09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为15.94亿元，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3.5亿元进行委托理财，占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1.96%。 同时，根据

公司行业及季节性产品经营波动性特点，公司货币资金较为充裕，合理的理财

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率并增厚股东回报。 委托理财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

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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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 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六、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虽然属于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本金保障型或者低

风险短期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委托

理财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收益风险、不可抗

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理

财的议案》。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规与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

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业务开

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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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万

元）

1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1,578,093.70 0

2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短债周开净值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15,000 15,000 1,228,269.56 0

3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代码：TH001879）

3,000 3,000 251,095.89 0

4

招商银行公司季季开3号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

79012)

7,000 7,000 56,000.00 0

5 “赢家稳盈3503号” 法人理财产品 10,000 未到期 - 10,000

6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 （产品

代码：ZX202004G033）

7,000 未到期 - 7,000

7

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91天）B款理财计

划（产品代码：99091）

3,000 未到期 - 3,000

8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智选系列理财产品 （产品

代码：ZX202007G059）

15,000 未到期 - 15,000

合计 75,000 - 3,113,459.15 3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2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1.3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8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5,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50,000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曾庆洪、总经理冯兴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丹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2,129,368,936 137,409,527,863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066,754,146 80,134,086,002 3.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70,071,964 -9,110,650,386 19.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2,846,104,940 42,683,890,443 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1,918,321 6,335,022,626 -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364,155,088 4,360,834,040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6 7.95 减少1.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62 -2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62 -20.9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7,575,718 -50,098,0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0,464,638 774,631,84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31,213 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958,927 7,946,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0,200 7,148,5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23,403 -8,793,883

所得税影响额 -56,582,947 -93,071,212

合计 343,872,510 637,763,23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注1 53,7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注2

5,499,140,069 53.71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3

3,095,302,735 30.23 0 未知 境外法人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421,898,543 4.12 421,898,543 质押 210,949,271 国有法人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210,949,272 2.06 210,949,272 无 0 国有法人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广金资产财富管理优

选3号私募投资基金

210,949,271 2.06 210,949,271 无 0 其他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12,012,153 1.0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

105,474,635 1.03 105,474,635 无 0 国有法人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105,474,635 1.03 105,474,635 质押 105,474,635 国有法人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48,133,747 0.4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

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1,852,306 0.41 0 质押 41,852,306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99,140,069 人民币普通股 5,499,140,069

HKSCC�NOMINEES�LIMITED 3,095,302,735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95,302,735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12,012,153 人民币普通股 112,012,153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8,133,747 人民币普通股 48,133,74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41,852,306 人民币普通股 41,852,30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4 38,696,395 人民币普通股 38,696,395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5,230,166 人民币普通股 35,230,166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017,321 人民币普通股 11,017,3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54,491 人民币普通股 10,654,491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9,189,998 人民币普通股 9,189,9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注1：报告期末，股东总数为53,715户，其中A股为53,456户，H股为259户。

注2：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5,206,932,069股，约占本公

司A股股本的72.93%；同时，通过港股通及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广汽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292,208,000股，约占本公司H股股本的9.43%；故其持有

本公司A、H股合计共为5,499,140,069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3.71%；

注3：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持有的H股股份为代表多个客户持有，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H股股份也委托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处。

注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是代表多个H股投资者通过沪股

通持有的A股股份。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8,153.31 111.37% 主要是本报告期投资金融产品增加等综合所致

其他应收款 98,757.00 -78.88%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投资企业分利而减少应收股利等综合所致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376,186.98 -56.24%

主要是本报告期非合并范围企业在广州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

存款净增加额下降等综合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9,152.18 -51.50%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到期的20亿元公司债券等综合所致

其他收益 77,249.70 -50.51%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相关政府补助同比减少等综合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18,822.88 118.09%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20亿元公司债券等综合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庆洪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2020-060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到期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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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0月28日收到

独立董事鞠新华先生、尹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鞠新华先生、尹田先生在公司

连续任职独立董事时间已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年限的有关规定，鞠

新华先生、尹田先生分别申请辞去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

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鞠新华先生、 尹田先生任期满6年离任将导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独立

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鞠新华先生、尹田先生的离任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鞠新华先生、尹田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委员会委员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履行相

应程序，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鞠新华先生、尹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鞠新华先生、尹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独立公

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鞠新华先生、尹田

先生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对公司规范治理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28� � �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0-054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吴云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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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8

月5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43）， 公司董事吴云义先生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的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464,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13%）。

截至2020年10月29日， 吴云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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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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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吴云义先生未实施

减持计划 。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吴云义先生所持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吴云义 首发限售股 6712410 3.3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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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吴云义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不存在违 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3、吴云义先生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吴云义先生未实施减持计划，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股东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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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吴云义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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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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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

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主要经营数据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国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为1.21亿美元。 2020年

1-9月，公司国际工程业务新签重要合同13个，新签合同额累计为8.9亿美

元。 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国际工程业务主要在执行项目38个，受新冠疫

情影响部分境外重点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在手合同余额为85.96亿美元。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咨询设计与国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为14.25亿

元，其中：国内工程承包业务新签合同额为8.19亿元，咨询设计业务新签合

同额为6.06亿元。 2020年1-9月，公司咨询设计与国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累计为49.92亿元，其中：国内工程承包业务新签合同额累计为32.56亿元，

咨询设计业务新签合同额累计为17.36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咨询设计业务 国内工程业务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第三季度新签项目合同 418 60,571 37 81,892

截至2020年9月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项目合同 3,531 565,990 133 791,561

已中标尚未签约项目合同 67 45,578 12 91,190

二、重大项目情况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无新签重大项目（重大项目指项目金额占公司

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30%以上的项目）。 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

在执行的重大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埃塞俄比亚瓦尔凯特糖厂项目 6.47亿美元

乌兹别克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 4.40亿美元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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