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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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１１月
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
１３日召开的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５５，０００万
含利息和理财收益）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
元的超募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中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次
投资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至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出具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
《
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２０２０－１０６）。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以下简称“
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５，０００万元购买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兴银行”）单位
客户智能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
（
一）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产品名称：阳光天天购９０天
２、理财产品登记编码：Ｃ１０３０３１８０００２６９
风险程度较低）
３、产品风险星级：二星级（
４、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
５、交易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６、投资周期：９０天
７、产品到期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
８、购买金额：８，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９、资金来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产品预期收益率：３．５０％
１１、收益计算及分配
（
１）收益支付方式：
在产品到期日一次性支付，在不发生本产品所提示的风险的情况下，银行将
投资周期的产品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当日银行账务系统换日前（
每日２４：００，如遇
年终结算等特殊情况延迟）以现金分红形式划转到投资者指定账户。
（
２）收益的计算：
本产品在开放时段的申购当日起息，到期日当日无收益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本理财计划的份额ｘ当日年化收
投资者当日理财收益＝（
益率）／３６５
投资者总收益＝投资者申购本理财计划份额的起息日至本理财计划到期日
（
不含）期间相应理财计划资金每日的当日投资收益之和。投资者每日的理财收
益不计复利。
１２、收益情况：本次购买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预计将会为公司带来
约７０万元收益。
１３、公司本次购买光大银行理财产品的出资８，０００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７．９６％。
（
二）本次理财产品风险提示及防范措施
根据《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
阳光天天购９０天”说明
书》，本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可能存在但不限于如下风险：
１、政策风险：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
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工作的正
常进行。
２、信用风险：投资者面临本产品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项下义务人可能
出现信用违约情形， 则投资者可能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部分甚至全部损失的风
险。
３、市场风险：在理财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内，产品可能面临投资债券的利
率、汇率变化等市场风险、债券价格波动情况、投资股票面临的风险、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等。受以上情况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重要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本产品
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价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影响本产品的收益，则投资者
可能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部分甚至全部损失的风险。
４、流动性风险：投资者在本产品的持有期内无提前终止权或赎回权。上述情
况将导致投资者在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 并在本产品的理财期限内使投资
者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５、管理风险：在本产品运作过程中，投资管理各方受经验、技能、执行力等综
合因素的限制，可能会对本产品的运作和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则投资者可能面临
证券代码：６０５０５８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４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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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１９１３号）核准，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３５，７３１，０００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８．２３元／股。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
议、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
型、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就上述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３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澳弘电子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
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后的 《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取得了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
营业执照》。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２０４１１７７３７９７７２８０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法定代表人：陈定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４，２９２．３９５万元整
成立日期：２００５年０６月２２日
营业期限：２００５年０６月２２日至＊＊＊＊＊＊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新科路１５号
经营范围：印制线路板的制造；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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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６０５０５８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3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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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９４天
●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分别为“
结构性存款”、“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２０１８年第２９６３期”
● 现金管理期限：分别为９４天、可随时支取，最长持有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
● 履行的审议程序：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１１月２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２０２０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３
债券代码：１２７０２２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证券简称：恒逸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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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３０００４２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９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金和收益遭受部分甚至全部损失的风险。
６、提前终止风险：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在本产品存续期间中国光大银行可根
据市场变化情况提前终止本产品。投资者可能面临提前兑付后再投资的风险。
７、抵质押物变现风险：本产品所投资的部分资产或资产组合可能设定抵质
押等担保品， 如发生该部分资产项下义务人违约等情形， 将对抵质押物进行处
置。如抵质押物等不能变现或不能及时、足额变现，或抵质押物的变现价值不足
以覆盖该部分资产本金，则投资者可能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部分甚至全部损失、
本金和收益延迟支付的风险。
８、信息传递风险：中国光大银行将按照本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信息披露方
式向投资者公示本产品的各类信息和重大事件，投资者应及时查询了解。投资
者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亦应及时通知中国光大银行银行。如投资
者未及时查询相关信息，或中国光大银行在其认为需要时无法及时联系到投资
者的，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９、其它风险：自然灾害、金融市场危机、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
服的不可抗力因素出现，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
的发生，可能对本产品的受理、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等
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本产品本金和收益率的降低或 损失，以及本金或收益
延迟支付。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和延迟支付，投资者
须自行承担。
二、华兴银行单位客户智能存款产品基本情况
１、单位客户智能存款是指起存时不约定具体存期，依据存款支取时达到的
实际存期，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计息规则计付存款利息的存款业务。
２、业务办理方式：最长期限５年方式，须一次存入，起存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万
元整。存期为５年。公司可办理全部提前支取一次。本方式下不允许部分提前支
取。
３、交易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４、存入金额：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５、资金来源：公司部分超募集资金
６、约定利率：３．７％
７、最早可提前支取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
８、付息方式：按销户支付。
含）之后提前支取
９、计息规则：５年期限内，公司在上述最早可提前支取日（
的本金，按照上述约定利率计息。
根据协议约定的上述业务办理方式、付息方式以及计息规则，公司将在最早
可提前支取日当天（
即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按照预计约定利率一次性全额赎回本金
及利息，并进行销户。
１０、收益情况：本次购买华兴银行单位客户智能存款产品预计将会为公司带
来约４６．２５万元收益。
１１、公司本次购买华兴银行单位客户智能存款产品的出资５，０００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４．９８％。
１２、争议解决条款
凡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
指公司和华兴银行）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友好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向华兴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仲裁、其他方式解决争议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需
履行。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光大银行、华兴银行无关联关系。
四、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本次光大银行及华兴银行的理财产品风险程度较低， 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针对投资风险，除严
格执行公司有关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规定外，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
措施如下：
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对投资
１、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
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风险，以保证资金安全性。
２、建立跟踪监控机制，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及时分析和跟踪委托理财产品投

向，并按季度上报董事会委托理财进展情况和异常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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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投资风险，并及时向
总经理和董事会汇报。
３、公司内审部负责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中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资金使
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
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
计委员会报告。
４、独立董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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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管理的
进展和执行情况、相关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６、公司委托理财受托方应为正规的商业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
７、理财产品不得质押，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投资期满后资金应转
回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购买银行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的短期中低风险理财产品是在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授权的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实施的，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对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产
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１、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９，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共计
１２，０００万元购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日， 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９５％，实际收益为１１９．４７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到账。
２、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２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２，８００万元共计
５，０００万元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率）产
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５日，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８０％，实际收益为４７．３７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５日到账。
３、 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贵阳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３．８０％一３．９０％，实际收益为７６．２７万元，实际收益
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到账。
４、 公司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３．８５％，实际收益为４８．２５万元，实际收益已于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到账。
５、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３，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共计
１８，０００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
务，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预期年化收益
率３．８５％，实际收益为１７３．５５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到账。
６、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９，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共计
１２，０００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强支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６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预期年化收益
率３．８０％－３．９０％，实际收益为１１１．４７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到账。
７、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２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２，８００万元共计
５，０００万元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率）产
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６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７５％，实际收益为４６．７５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到账。
８、 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贵阳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４３％／３．７０％／３．８％，实际收益为７４万元，实际收
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到账。
９、 公司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年１１月１８日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５４，０００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授权总经理在经审定事项的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 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
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
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利用率并节省财务费用，同时增加公
司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
二）资金来源
１、资金来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２、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１９１３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３５，７３１，０００股，发行价为人民币１８．２３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６５１，３７６，１３０．００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５９１，７８２，７１０．３４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全部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
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２０２０】０００６２０号）。为规范
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截
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５９２，００７，４３１．６０元。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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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委托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１、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本次结构性存款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９４天结构性存款
（
１）产品代码：ＮＮＪ０００９９
（
２）产品购买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
３）产品起息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
４）产品到期日：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２２日
（
５）产品期限：９４天
（
６）挂钩标的：黄金
（
７）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８）本金及收益支付：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３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支
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
（
年化）
９）预期到期利率：１．５６％或３．６５％或４．７０４％（
（
１０）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
１１）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２、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０００万元购买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额存单，本次大额存单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２０１８年第２９６３期
（
１）产品代码：ＣＭＢＣ２０１８２９６３
（
２）产品购买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
３）产品起息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
４）计息类型：固定利率型
（
５）付息方式：按月付息
（
６）产品到期日：可随时支取，最长持有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
扣除各项费用后）：４．１８％
７）预期最高年化收益（
（
８）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
９）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
二）委托现金管理的资金去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购买的投资产品中，“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三层区间９４天结构性存款”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
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权益、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
金融工具， 产品浮动收益与黄金价格水平挂钩；“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２０１８年
第２９６３期”为存款类产品，不涉及资金投向。
（
三）风险控制分析
在产品有效期间，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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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机构进行密切联系，
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加强检查监督和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将按照《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
公司代码：６０００３６）。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元）

年产高精密度多层板、
高密度互连 积层板１２０
万平方米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７１６，０１０，２００．００

拟投入募集资金（
元）
５４０，２６６，７１０．３４

常新行审经备
［
２０１９］２５０号

常新行审环表
［
２０１９］１７０号

常新行审经备
［
２０１９］２３３号

常新行审环表
［
２０１９］１５８号

－

－

５１，５１６，０００．００

５１，５１６，０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８８７，５２６，２００．００

５９１，７８２，７１０．３４

（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常州
新北支
行

招商银行点
保本
结构 金系列看涨
浮动
性存 三层区间９４
收益
款 天结构性存
型
款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常州
新北支
行

招商银行单
保本
大额 位大额存单
保证
存单 ２０１８年第
收益
２９６３期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参考
预计年 预计收 产品
结构化 金额（
万
年化
化收益 益金额 期限
安排
元）
收益
率
（
万元） （
天）
率

无

无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６％／ ７２．３２／
３．６５％／ １６９．２／
４．７０４％ ２１８．０６

４．１８％

９４

－

－

预计收
益（
万
元）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１．５６％
／
７２．３２／
３．６５％
１６９．２／
／
２１８．０６
４．７０４
％

否

４．１８％

否

－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１、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
资金安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２、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
将进行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
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１１
债券代码：１２８１０２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５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债券简称：海大转债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恒逸
集团

是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４２，９００，０００
２４日

合计

－

４２，９００，０００

－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押权人

中国银行 股份 有
２０２０年１１ 限公司浙江 省分
月１６日
行
－

－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公司总股
占其所持股份
本比例
比例
２．８５％

１．１７％

２．８５％

１．１７％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及质押情况如
下：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３６
转债代码：１１３５６５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转债代码：宏辉转债

恒逸集
团

持股数量

１，５０４，３１３，
４５８

杭州恒
逸投资
有限公 ２５６，３３８，０２７
司
合计

１，７６０，６５１，
４８５

持股比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例

４０．８６

１，０８６，９５１，
０６１

６．９６

４７．８２％

０
１，０８６，９５１，
０６１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７２．２６％

０

６１．７４％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占公司
总股本 已质押股
比例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２９．５２％

０

２９．５２％

０

０

０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０

０

０

未质押股份 占 未 质
限售和冻结 押 股 份
数量
比例
２０９，１７２，
４５４
０
２０９，１７２，
４５４

５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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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灏投资”）函告，获悉海灏投资将其所持
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海灏
投资

是

２，３５０，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１４％

否

否

－

２，３５０，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１４％

－

－

０

５０．１２％

三、其他说明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
结或拍卖等情况。
四、备查文件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２、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２６
转股代码：１９１５６５
转股代码：宏辉转股

合计

将覆盖河南、陕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完善在华东地区的采购布局，有效满
足长三角地区的超市采购需求，有助于实现华东地区市场覆盖。前述募投项目
将增强公司的采购优势，完善公司的市场布局，改善公司的贸易条件，提升公司
的综合实力，对于公司在全国主要消费区域的战略布局与未来的长期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募投项目从试运行、投产到全面达产尚需一定时间，且未来的市场变化尚
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价格波动
的风险、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盈利预测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的
风险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是否 是否为
质押
为限 补充质
起始日
售股
押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９
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自身
经营

－

－

－

本次所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２、股东股份质押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试生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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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正通物流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正通”）所承担建设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
广州果蔬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
广州募投项目”）、全资
子公司上海宏辉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宏辉”）所承担建设的首次公开
上海果蔬加工配送基地扩建项目”（
以下简称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
“
上海募投项目”）已达成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着手进行募投项目试生产方
面的相关工作。
“
广州果蔬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果蔬加工配送基地扩建项目”为
公司２０１６年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的募投项目，广州募投项目
将覆盖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湖南等地，完善在华南地区的采购布局，有效满
足珠三角地区的超市采购需求，有助于实现华南地区市场覆盖；上海募投项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２５５，１０４，４８４．８８

１，１２７，５６１，６１２．５６

负债总额

５８３，０２１，５９６．５９

５４０，９２５，２１４．９８

净资产

６７２，０８２，８８８．２９

５８６，６３６，３９７．５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３０４，９９８．３１

１４１，９６０，１５６．４３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
元，最高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４５．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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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
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与
此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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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招
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９４天结构性存款”通过资产负债表“
交易性金融资
产”列报，利息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未经审计），“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２０１８年第
银行存款”列报，利息收益计入财务费用（
未经审计）。
２９６３期”通过资产负债表“
五、风险提示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
慎决策。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
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进行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５４，０００万元（
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品种
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后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使用期限、资金额度、产品范围
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澳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１ 银行大额存单

５，０００．００

２ 结构性存款

实际收益
－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３ 银行大额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５，０００．００

－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

５，０００．００

－

１８，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

－

２５，０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２５，０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４２．６２

最近１２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２５，０００．００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３４，０００．００

总理财额度

５９，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单位：元
项目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４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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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恒逸石化”）于近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逸集团”）函告，获悉恒逸集团将
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恒逸集团于近日将其所持有的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４２，９００，０００股办理解除质押手续，相关解除质押及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事
项如下：

分行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４３％／３．７０％／３．８０％，实际收益为４６．２５万元，实
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到账。
１０、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３，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共
计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
率）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预期年化
收益率３．７０％，实际收益为１６４．２２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到账。
１１、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９，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共计
１２，０００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强支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７日，预期年化收益
率１．１５％一３．８０％，实际收益为１１４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到账。
１２、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２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２，８００万元共计
５，０００万元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率）产
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９日，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７５％，实际收益为４７．２６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９日到账。
１３、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贵阳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６５％／３．３０％／３．４０％，实际收益为６８．１３万元，实
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到账。
１４、公司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６５％／３．３５％／３．４５％，实际收益为４３．１３万元，实
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到账。
１５、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３，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共
计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收益起算日
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３．３％，实际收
益为１４９．７２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到账。
１６、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９，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共计
１２，０００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６
月８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１５％一３．１％，实际收益为
９１．９７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到账。
１７、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２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２，８００万元共计
５，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
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６５％／
３．３０％／３．４０％，实际收益为４１．２５万元，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到账。
１８、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贵阳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产品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４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１％／２．９％／３．０％，实现收益为５８．２７万元，实际
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到账。
１９、公司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汇率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产品到期日
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００％／２．９０％／３．００％，实现收益为３６．２５万元，
实际收益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到账。
２０、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３，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共
计１８，０００万元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 （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
率）产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预期年
化收益率２．９５％，预期最高收益约为１３３．８４万元。
２１、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９，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共计
１２，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汇率产
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预期年化收益率
１．００％／２．９０％／３．００％，预期最高收益约为８７万元。
２２、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０００万元、部分超募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共计
５，０００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汇率产
品，收益起算日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产品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预期年化收益
率１．００％／２．９０％／３．００％，预期最高收益约为３６．２５万元。
七、备查文件
中国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协议书、 协议条款及理财产品说明
１、《
书》；
广东华兴银行单位客户智能存款业务协议书》。
２、《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注）

本次质押
持股比 前质押股
例
份数量
（
股）

海灏
投资

９１０，５８９，
３５９

５５．５７％

６９，４５９，
０００

７１，８０９，
０００

７．８９％

合计

９１０，５８９，
３５９

５５．５７％

６９，４５９，
０００

７１，８０９，
０００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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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占未质
股份限
押股份
售和冻
比例
结数量

４．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４．３８％

０

０％

０

０％

本次质押
占其所 占公司
后质押股
持股份 总股本
份数量
比例
比例
（
股）

注：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包含海灏投资参与转融通出借的公司股份。公司总
股本系指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的公司总股本。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运营一切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
能力，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也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１、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等；
３、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Ｏ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６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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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拟以人民币２，０６５万元将持有昇显微电子（
苏州）有限公司的５９％股权
转让给高献国先生，具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披露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６）。 上述
事项已经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召开的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与高献国先生签订的 《
高献国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昇
苏州）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
本协议”）的相关约
显微电子（
定：１、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５日内，高献国向万盛股份指定的银行账户分别支付

相当于交易价格５１％的交易价款；２、标的股权交割日后９０日内，若万盛股份不
存在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和保证事项， 高献国向万盛股份指定的银行账户
分别支付相当于交易价格４９％的交易价款。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公司已收到高献国先生支付的５１％股权转让款，合计１，
０５３．１５万元。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公司已完成上述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不
再持有昇显微电子的股权。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已收到剩余４９％的股权转让款，合计１０１１．８５万元。
截止本公告，公司已收到高献国先生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