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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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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莺妹女士和何人宝

先生通知，获悉王莺妹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股权质押，何人宝先生所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王莺妹 是 723.28 4.64% 0.83% 2018-11-09 2020-10-28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王莺妹 是 298.68 1.92% 0.34% 是 是 2020-10-29

至质权人

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

止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补充质

押

何人宝 是 385.13 3.46% 0.44% 是 是 2020-10-29

至质权人

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

止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补充质

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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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解除质押

及质押前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

及质押后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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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王莺妹 15,585.0400 17.78 10,790.9000 10,366.3000 66.51 11.83 10,366.3000 100 1,719.9800 32.96

何人宝 11,140.0000 12.71 6,370.6999 6,755.8299 60.64 7.71 6,755.8299 100 1,599.1701 36.48

浙江永

太控股

有限公

司

1,288.7500 1.4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8,013.7900 31.96 17,161.5999 17,122.1299 61.12 19.53 17,122.1299 100 3,319.1501 34.56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王莺妹女士、何人宝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为14,506,7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1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65%，对应融资余额

8,710万元； 未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71,221,299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61.1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9.53%，对应融资余额97,828万元。其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

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

的情形。

4、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

务。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

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后

续出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

以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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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应急稳岗补贴款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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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31日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刊登了《关于收到应急稳岗补贴款的公告》（详见

2020年10月31日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收到应急稳岗补贴款5258万元，现将该款

项明细补充披露如下：

收到单位 收到时间

补助金额（万

元）

占2019年上市公司经审计合并

报表利润总额的比例

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20日 337 0.61%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515 0.94%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4,406 8.00%

合计 5,258 9.55%

本公司持有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直接持有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

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平顶山神

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49%的股权。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00386）

關連交易進展公告向巴陵石化增資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茲提述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为2020年10月28日之向巴陵石化增

資的關連交易公告（「该公告」）。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该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年10月30日， 本公司與資產公司簽訂了 《增資協議》，《增資協

議》於同日正式生效。《增資協議》的主要條款及本次增資詳情請見該公告。

本次增資完成後，巴陵石化的股東及其各自持股比例維持不變，本公司及資產公司將繼續

分別擁有巴陵石化55%及45%的股份權益。巴陵石化仍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生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2020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張玉卓*、馬永生#、喻寶才#、劉宏斌#、凌逸群#、張少峰

*、湯敏+、蔡洪濱+及吳嘉寧+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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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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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254,34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2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3,140.79万

股，并于2017年1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挂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2,563.14万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422.3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3,140.79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3

名，分别为胡震、江阴振江朗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朗维投资” ）、卜春华。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254,3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5.34%， 将于2020年11月6日起上市流

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年 2�月 12�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振江

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

定〈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2018年7月19日，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完成，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45万股，授

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2人。上述事项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12,563.14万股，上述事项实施完毕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2,808.14万股。

2019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股份进行回购注销的议案》。

实施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808.14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 12,807.14万元，公司股本数由12,808.14万股变更为人民币 12,807.14万股。本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完成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为45,254,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34%。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

东承诺具体如下：

1、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股东胡震先生、卜春华女士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如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5%；

（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

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股东朗维投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

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震先生、卜春华女士、公司股东朗维投资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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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震、卜春华承诺：

（1）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

息处理），本人将按照《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增

持公司股票；

（2）本人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稳定股价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就回购股票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回购股票的相

关决议投赞成票。

3、关于持股意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震先生、卜春华女士承诺：

（1）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股份时，将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确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方式等；

（2）若本人在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的公

司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5%，且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5%。本人减持公

司股份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发出相关公告。

朗维投资承诺：

（1）若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股份时，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确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若本公司在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的

公司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提前3个

交易日通过公司发出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振江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

法律、规则的规定，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得到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

构对振江股份本次申请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254,340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6日。

3、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胡震 37,289,642 29.12% 37,289,642 0

2 朗维投资 6,964,698 5.44% 6,964,698 0

3 卜春华 1,000,000 0.78% 1,000,000 0

合计 45,254,340 35.34% 45,254,34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964,698 -6,964,698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0,729,642 -38,289,642 2,44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7,694,340 -45,254,340 2,44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80,377,060 45,254,340 125,631,4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0,377,060 45,254,340 125,631,400

股份总额 128,071,400 0 128,071,400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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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3.公司负责人张珊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大

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358,268,184.12 7,597,902,190.35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30,146,924.92 4,249,377,827.93 4.2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71,990,184.12 11.73% 6,645,785,351.16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227,569.87 69.07% 173,159,762.07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545,749.19 6.76% 107,623,530.05 -2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0,966,228.86 342.08% 440,027,985.04 -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0 69.05% 0.1672 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0 69.05% 0.1672 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1.04% 3.97% -0.19%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22,287.94 系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434,112.4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338,982.21 系银行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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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981.25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期货价格

波动超出现货价格波动列入套保无

效部分及开展远期结购汇公允价值

变动和交割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90,811.36 主要系本期疫情捐赠支出所致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70,988.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3,755.70

合计 65,536,232.02 --

3.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4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41% 263,141,812 质押 119,000,000

张德生 境内自然人 6.13% 63,450,322

陆珍玉 境内自然人 5.00% 51,774,4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6,486,173

蔡宏毅 境内自然人 0.29% 3,000,8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中证新能

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3% 2,393,400

陈璟 境内自然人 0.21% 2,181,908

苏霞利 境内自然人 0.20% 2,023,100

李骁谋 境内自然人 0.18% 1,813,2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

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16% 1,683,6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63,141,812 人民币普通股 263,141,812

张德生 63,450,322 人民币普通股 63,450,322

陆珍玉 51,774,420 人民币普通股 51,774,4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86,173 人民币普通股 6,486,173

蔡宏毅 3,0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8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3,400

陈璟 2,181,908 人民币普通股 2,181,908

苏霞利 2,02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3,100

李骁谋 1,813,226 人民币普通股 1,813,2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

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1,6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智能科技集团、张德生、陆珍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万元）

期初数

（万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17,398.91 7,871.69 121.03% 主要系本期材料及设备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8,909.33 16,890.74 -47.25% 主要系万马智慧创新基地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26,516.84 18,028.26 47.08%

主要系本期新购万马高端电缆产业化项目土地及万马高分子湖

州土地所致

短期借款 28,045.07 95,554.28 -70.65% 主要系本期优化融资方式，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 259.44 -100.00% 主要系本期欧元贷远期结构汇交割所致

应付票据 166,901.86 88,336.13 88.94% 主要系优化付款方式，增加票据支付所致

应付账款 86,299.06 65,672.06 31.41% 主要系采购原材料应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 24,491.48 -100.00% 主要系新收入准则影响，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影响

合同负债 21,604.47 - - 主要系新收入准则影响，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70.79 60.00 851.32%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091.56 14,929.94 -39.11% 主要系信用级别一般的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长期借款 49,865.96 11,458.41 335.19% 主要系公司优化融资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07.44 551.34 173.41% 主要系本期套期工具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957.82 -135.88 3012.73% 主要系本期期货套期期末浮盈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98.38 2,949.02 -83.10% 主要系本期购买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万元）

上年同期数

（万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收益 4,651.33 225.43 1963.31% 主要系本期期货套期无效部分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26.22 -45.54 -835.92% 主要系本期期货套期无效部分期末浮亏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397.26 -5,236.79 35.13% 主要系本期商誉减值及工程物资减值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32.23 -173.40 -33.93% 主要系本期新能源充电桩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751.29 535.72 40.24% 主要系本期收到赔款利得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04.06 354.27 98.74% 主要系公司防疫捐赠支出增加影响

所得税费用 2,208.23 1,603.89 37.68% 主要系本期盈利企业利润总额较上年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万

元）

上年同期数

（万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875.11 -26,705.46 -97.99% 主要系本期筹资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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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马智能科技集团” ）、张德

生、陆珍玉与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集团” ）签署《关于浙

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智能科技集团、张德生、陆珍玉将其持有的公司258,

975,823股股份（占万马股份股本总额的25.01%）转让给海控集团，股份转让价格约为9.1744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23.7595亿元。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海控集团，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该事件进展情况，公司已通过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披露索引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万马智能科技集团、 张德生、 陆珍玉与海控集团签署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2020年06月11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6&anno

uncementId=1207917788&announcementTime=2020-06

-11%2007:37

万马智能科技集团、 张德生、 陆珍玉与海控集团签署

《关于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020年09月21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6&anno

uncementId=1208463591&announcementTime=2020-09

-21%2007:43

海控集团《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智能科技集团《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2020年09月23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6&anno

uncementId=1208482369&announcementTime=2020-09

-23%2011:43

海控集团收到西海岸新区国资局出具的 《青岛西海岸

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同意海控集团受让浙江万马

股份有限公司 25.01%股份的批复》（青西新国资

〔2020〕19号）文件，同意海控集团以23.7595亿元人民

币的价格受让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25.01%股份。

2020年10月09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6&anno

uncementId=1208523479&announcementTime=2020-10

-0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操

作方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中国银行浙江

省分行

无 否

远期结售

汇

0

2019-1

1-04

2021-0

5-24

0 0 5.29 0 28.72 0.01% 29.38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无 否

远期结售

汇

0

2018-0

5-07

2020-0

9-23

0 0 16.3 8.21 0.00% 283.95

金瑞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期货 1,601.87

2020-0

6-30

2021-0

1-15

1,646.33

18,

063.57

18,

412.27

0 1,451.57 0.33% 584.76

宝城期货有限

责任公司

无 否 期货 2,590.18

2020-0

8-21

2021-0

1-15

1,058.54

16,

768.18

15,

268.92

0 2,262.62 0.51% 911.01

海通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期货 5,749.94

2020-0

2-11

2021-0

2-15

5,039.28 47,572

43,

987.48

5,747.46 1.30% 1,591

合计 9,941.99 -- -- 7,744.15

82,

403.75

77,

690.26

0 9,498.58 2.15% 3,400.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年5月20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年6月6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

风险等）

1.针对铜套期保值业务，公司建立了完备的风险控制制度，根据业务实际需要，公司在套期保值

业务中投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不超过 18,000�万元，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以及现金流风险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和有效控制；公司制定《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

制度》，规范履行审核、审批程序，严格按照审核后的套保制度操作。2.针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根

据实际需要，该项衍生品持仓有一 定汇率风险，但预计风险较小。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

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1.公司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为国内主要期货市场主流品种保值型资金交易品种，市场透 明度大，成

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2.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公允价值按银行提供的年末金融市场业务市值重估通知书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内部审批制度 及业务操

作流程完备，操作过程合法、合规，风险控制是有效的。公司已制定《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

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为公司从事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具体操作规程；公

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能有效的防范和化解由于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充分利用期货市

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可能给其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认为，公司开展

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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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募集资金 73,130 6,511.35 0

合计 73,130 6,511.35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

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1月 06

日

杭州

实地调

研

机构 英大保险资管 张成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5月 19

日

杭州

实地调

研

机构 平安证券 朱栋、王霖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5月 28

日

杭州

电话沟

通

机构

群益投信 Capital�AM�洪玉婷 Jocerly�；

China� Everbright� Asset� Management� TJ�

Hsu�徐德仁 ；IGWT�Investment�廖克銘

Kevin�Liao；國泰證券 丁慧瑜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6月 21

日

杭州

实地调

研

机构

成都美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帝

钧； 深圳牛鼎投资有限公司 庄海燕；南

通通州江华纺织有限公司 朱晨萍；雪松

国际信托 钟隆翔；浙江温州华艺激光有

限公司 董会平；杭州象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方万里；上海檀香文化咨询有限公

司 柳长青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7月 24

日

杭州

实地调

研

机构 财通证券 龚斯闻、林煜、邹一瑜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9月 01

日

杭州

电话沟

通

机构

ALLIANCE� BERNSTEIN：MUTIAN�

YANG；ASPEX� MANAGEMENT：WEI�

CHEN；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DAVID� CHOA；

CONFIDENTIAL：RUDA� YANG；

DYMON� ASIA� CAPITAL� LTD：CHI�

HO� WONG；EASTSPRING�

INVESTMENTS：NATHAN� YU；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FMR)：IVAN� XIE；

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AMY� JI；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DORIS�

WANG、WENLIN� LI；NBIM：CEDRIC�

SHI；SB� SCHONFELD� FUND�

ADVISORS� LLC：BENSON� CHEN；

TAIKANG� ASSET� MGT：JIM� CHEN、

JOE�WONG；THE�CARAVEL�GROUP�

LIMITED：STEPHEN�WEI；WT� ASSET�

MANAGEMENT�LIMITED：NORMAN�

YE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9月 16

日

北京

实地调

研

机构

华西证券 李唯嘉；国泰君安 石岩；建投

资管 刘石；中信证券 林劼；中金公司 赵

宇辰；华商基金 梁勤之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2020年 09月 30

日

杭州

实地调

研

机构 财通证券 林煜 周淼顺

详 见 调 研

记录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07107&stockCode=00227

6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珊珊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0-098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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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奥飞娱乐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落实， 并按照告

知函的要求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及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奥

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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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慈文传媒 公告编号：2020-036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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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联席总经理雷萍女士

的书面辞职报告。雷萍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联席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雷萍女士不

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和管理活动。根据《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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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雷萍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

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联席总经理。

雷萍女士的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雷萍女士未持有

公司股份。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雷萍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