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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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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国联股份”）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１１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１１名。 其中董事刘晋、
独立董事刘松博、边江、马江涛、李玉华以通讯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泉
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控股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５）。
会议表决结果：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
１、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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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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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涂多多云工厂（
大
● 投资标的名称：涂多多云工厂（
连）科技有限公司、肥多多云工厂（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定为准）。
● 投资金额：公司控股子公司拟投资人民币合计２，０００万元，其中对涂多多
云工厂（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７００万元、对涂多多云工厂（
大连）科技有限公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６００万元。
司拟投资７００万元、对肥多多云工厂（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对外投资实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投资后未达到预期收益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国联股份”）按照
“
平台、科技、数据”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战略，为进一步实施上游云工厂和深度供
应链策略，加强上游壁垒和生态圈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股
涂多多”）和宁波肥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肥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多多”）拟分别投资设立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１、拟设立公司名称：涂多多云工厂（
公司定位：基于涂多多云工厂：四川盛丰钛业有限公司的一站式运营商。
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２、拟设立公司名称：涂多多云工厂（
公司定位：基于涂多多云工厂：新疆鑫凯高色素特种炭黑有限公司的一站式
运营商。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３、拟设立公司名称：肥多多云工厂（
公司定位：基于肥多多湖北磷肥云工厂的一站式运营商。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以１１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
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以下信息为暂定，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
一） 涂多多云工厂（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１、拟设立公司名称：涂多多云工厂（
２、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３、拟注册地址：成都
４、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５、法定代表人：王斐
６、经营范围：海绵钛、二氧化钛等钛系列产品、建筑材料、橡胶制品、金属材
料、矿产品、石油制品（
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除外）的网络销售；化工产品（
其中危
险化学品限按许可证经营）销售；软件服务；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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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股权比例：
万
拟认缴出资额（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形式

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

货币

四川盛丰钛业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

货币

意向出资人

（
二） 涂多多云工厂（
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１、拟设立公司名称：涂多多云工厂（
２、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３、拟注册地址：大连
４、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５、法定代表人：李庆
危险
６、经营范围：炭黑、建筑材料、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矿产品、石油制品（
化学品、成品油除外）、装潢装饰材料的网络销售；化工产品（
其中危险化学品限
按许可证经营）销售；软件服务；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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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股权比例：
拟认缴出资额（
万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形式

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

货币

新疆鑫凯高色素特种炭黑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

货币

意向出资人

（
三） 肥多多云工厂（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１、拟设立公司名称：肥多多云工厂（
２、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３、拟注册地址：秭归县
４、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５、法定代表人：尹海凤
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除外）的网
６、经营范围：化肥、饲料、矿产品、石油制品（
络销售；化工产品（
其中危险化学品限按许可证经营，拟经营品类：硫酸、磷酸、盐
酸、合成氨、硫磺、硝酸、硼酸）销售；软件服务；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营活动）
７、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股权比例：
拟认缴出资额（
万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形式

宁波肥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０％

货币

茂隆万润贸易湖北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

货币

湖北众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

货币

意向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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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６０５００１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一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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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中信银行青岛宁夏路支
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２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
（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０２８４３期
１、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 委托理财期限：
产品
金额
受托方
产品
预计年化
预计收益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的产品期限
类型
名称
（
万元）
名称
收益率
（
万元）
为９０天（
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
中国建设银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０２８４３期的产品期限为９０天 （
２０２１年１
青岛市分行定
中国建设银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制型单位结构
行青岛四方
１９，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３．１０％
６３．２５－１４５．２３
月１５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
产品
性存款２０２１年
支行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
● 履行的审议程序：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２期
年０６月０４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
结构化
产品
收益
参考年化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
（
如有）
关联交易
期限
类型
安排
收益率
过了《
关于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
保本浮动
过人民币７．５０亿元人民币（
含７．５０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否
９０天
／
／
／
收益
银行保本型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０２５３４期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含１２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产品
金额
受托方
产品
预计年化
预计收益金额
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类型
名称
（
万元）
名称
收益率
（
万元）
合同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共赢智信汇率
中信银行青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０５日
保本浮动收益、 挂钩人民币结
岛宁夏路支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３．４０％
１８．２５－４１．９２
构性存款
封闭式
披露的 《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行
０２８４３期
２０２０－００４）。
产品
收益
结构化
参考年化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
一、本次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期限
类型
安排
收益率
（
如有）
关联交易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购买
保本浮动
否
９０天
／
／
／
收益
了２０，０００万元的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方网站（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５）。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为控制风险，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到期， 公司已赎回本金２０，０００万元， 并获得理财收益３，２０８，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且产品期限未超过１２个月，理财产品的提供机构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７６７．１２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为银行，不存在用于证券投资、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概况
的的高风险理财产品的情形，理财产品未用于质押。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收益、减少财务费用等目的，在确 购买理财产品，已经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符合公司内部资金
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 管理的要求。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
（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二）资金来源
１、２０２１ 年１月８日，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购买了１９，０００万元的
１．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具体理财产品内容如下：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
１）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２０２１年第２
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期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
２）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６３６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
３）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３５％－３．１０％
为人民币１，２１９，５３８，４００．００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
（
４）理财金额：１９，０００万元
民币１，１２８，８９６，６８６．７９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全部到账，致同
（
５）产品起息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
６）产品到期日：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
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出具了“
致同验字（
验资报告》。 公
２０２０）第１１０ＺＣ０１１３号”《
２、２０２１ 年１月１４日，公司向中信银行青岛宁夏路支行购买了５，０００万元的保
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已经 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具体理财产品内容如下：
（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１）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０２８４３期
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２）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单位：人民币（
万元）
（
３）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４８％－３．４０％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
４）理财金额：５，０００万元
轨道交通车辆配套 装备 （
青
（
１
３６，４６１．３５
３３，３５１．０２
３６０１．１６
５）产品起息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岛）建设项目
（
６）产品到期日：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轨道交通车辆配套 装备 （
唐
２
４６，４２４．６３
４１，７３８．６５
３０７．３８
山）建设项目
（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２，９４３．８１
１２，８００．００
２９６４．２３
３
１、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结构性存款：是指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
补充流动资金
４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与利率、 汇率、 指数等金融市场标的物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
合计
１２０，８２９．７９
１１２，８８９．６７
３１，８７２．７７
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涂多多云工厂（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１、交易对方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四川盛丰钛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１４２３０８９８９３７３ＸＨ
法定代表人：贺能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３
注册资本：４８，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海绵钛及二氧化钛等钛系列产品，生产销售氯化镁。 销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建
售钛原料、有色金属材料、工矿产品、化工原料（
筑材料。 （
以上范围需审批许可的取得审批许可后方可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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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洪雅县机械化工业园区丰元路８号
涂多多云工厂（
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２、交易对方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鑫凯高色素特种炭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６５２３２３５８０２２９１４２２
法定代表人：陈佳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０７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炭黑生产、销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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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工业园区
肥多多云工厂（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３、交易对方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茂隆万润贸易湖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２０５００ＭＡ４９Ａ１６ＬＸＱ
法定代表人：李红霞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０７月１９日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贵金属（
不含期货交易以及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方
式）、金银首饰（
不含文物）、食品、润滑油、沥青、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
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化纤制品、化肥、城市燃气、矿产品（
不含煤炭）、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
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经营项目）、化学试剂（
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医用试剂）、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水暖配件、电子产品、一类及二类医
不含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磷矿石、汽车配件、
疗器械、日用百货、文化体育产品（
建筑材料、水泥、针纺织品、服装销售；企业管理（
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金融及民
间借贷管理）；酒店管理；企业营销策划；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通讯设备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园林绿化服务；五金加工；机械设备及配件生产加工；
建筑劳务服务（
不含涉外劳务）；仪器设备维修；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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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９９号四楼４０１
肥多多云工厂（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４、交易对方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湖北众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２０５００ＭＡ４９９ＸＦＭ７Ｂ
法定代表人：刘明明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农业开发；树木、水果种植；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
家限制经营的品种）、化肥、矿产品（
不含限制、禁止经营的项目）、初级农产品、日
用百货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及代理 （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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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区八一路６－１－９１０号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６８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项目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１３４９１４５８股股票（
九）”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
卖成交价格：￥６３４６１７５１．８（
陆仟叁佰肆拾陆万壹仟柒佰伍拾壹元捌角）。 在网络
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
竞买须知》、《
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
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
用户姓名林文尧通过竞买号Ｇ１８２３于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１４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５、“
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１３４９１４６２股
股票” 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
陆仟玖佰肆拾陆万壹仟柒佰陆拾捌元伍角）。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
￥６９４６１７６８．５（
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
竞买须知》、《
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
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１、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
持独立，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目前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２、截至本公告日，融通众金持有公司股份１３４，９１４，５９７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１２．４４４７％，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若司法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融通众
金持有公司股份将变更为１３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０．００００％，公司控股股东
将由融通众金变更为赵国栋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赵国栋先
生。
以下简称“
福州中院”）在淘宝网司法
３、根据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
竞买公告》和《
竞买须知》，买受人应于拍成后十五日内
将拍卖成交价余款缴入法院指定账户，并在成功支付全款后凭福州中院出具的
有关法律文书至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标的物权属变更手续。 因此上述拍卖事项尚
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股东奥马电器的
４、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的章程约定：“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时，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并决定其
薪酬应以特别决议通过。 ”若融通众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被司法拍卖，且
购买方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奥
马冰箱存在无法纳入合并报表的风险。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５、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资产总额

２，９８９，７９６，４０９．７２

３，９３０，２９８，８４１．３４

负债总额

１，４１３，２３６，７６８．３４

１，２０１，２２９，７５３．１４

净资产

１，５７６，５５９，６４１．３８

２，７２９，０６９，０８８．２０

－３５，７９０，９１９．６３

－１２０，７３８，９６１．６６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３０．５６％。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金额为２４，０００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８．８０％，占公司
最近一期期末资产总额比例为６．１１％。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 公司购买理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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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１、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２４，０００万元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２、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合理的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三）会计处理
（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购买的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
交易
性金融资产”，其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
投资收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１０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票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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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票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０１），因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融通众金”）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厦门信托”）及时履行给付义务，其质押给厦门信托的６７，４５７，２９０股及６７，４５７，
２９４股公司股份将分别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１０时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１０时止、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３日１０时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１０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ｈｔｔｐｓ：／／ｓｆ．
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第二次公开拍卖。
其中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１０时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１０时止的司法拍卖已按期进行，
竞价结果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
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股票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２）。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１０时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１０时止的司法拍卖也已按期进行，竞
价结果如下：
一、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
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司法拍卖竞
价结果具体如下：
用户姓名惠州ＴＣＬ家电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Ｈ７３７６于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１４
１、“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１３４９１４５８股股票（
六）”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
卖成交价格：￥６０４６１７５１．８（
陆仟零肆拾陆万壹仟柒佰伍拾壹元捌角）。 在网络拍
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
竞买须知》、《
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
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
用户姓名惠州ＴＣＬ家电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Ｗ５５６３于２０２１年０１月
２、“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
１４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有限公司１３４９１４５８股股票（
七）”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
拍卖成交价格：￥６２４６１７５１．８（
陆仟贰佰肆拾陆万壹仟柒佰伍拾壹元捌角）。 在网
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
竞买须知》、《
竞买公告》要求，按时
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福建省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
用户姓名黄育丰通过竞买号Ｖ９５８０于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１４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３、“
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１３４９１４５８股
股票 （
八）” 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
伍仟陆佰肆拾陆万壹仟柒佰伍拾壹元捌角）。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
￥５６４６１７５１．８（
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
竞买须知》、《
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
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
用户姓名惠州ＴＣＬ家电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Ｘ８６８６于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１４
４、“

２、中信银行青岛宁夏路支行结构性存款：是指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
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金融市场标的物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
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三）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为人民币２４，０００万元，
（
现金管理产品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
四）风险控制分析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１、公司将严格按照《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品种。 公司财
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 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
排并选择相适应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３、公司财务部门建立了台账，以便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
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４、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５、本公司将严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Ａ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６０１９３９，成立日期
为２００４年９月，注册资本为２５００１０９７．７４８６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Ａ股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为６０１９９８， 成立日期为
１９８７年４月，注册资本为４８９３４７９．６５７３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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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公司的影响
（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证券简称：*ＳＴ飞马

拟设公司作为多多平台相关云工厂的一站式运营商， 依托多多平台的订单
优势、供应链优势和技术优势，为相关云工厂提供原材料采购、产成品销售和数
字工厂解决方案等一站式服务。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经营计划和发展要求，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拓展公司业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及时
把握商业机遇，夯实公司主营业务。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近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投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３家云工厂投资计算在内，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
对外投资金额为１１，３２７．９９５万元，达到最近一期（
２０１９年度）净资产的 １０％。 具体
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时间
（
工商登记日）

投资类别

投资标的

持股
比例

投资金额
（
万元）

新设分子公司
１

２０２０／１／３０

新加坡涂多多有限公司

新设，布局跨境电商

１００％

６．５６

２

２０２０／３／１０

湖北肥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肥多多湖北布局

６０％

３００

３

２０２０／４／１６

四川卫多多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卫多多四川布局

６７％

２０１

４

２０２０／４／２４

潍坊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玻多多山东布局

６０％

１８０

５

２０２０／９／４

６

２０２０／９／３０

北京小资鸟壹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

一

洛阳涂多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粮和油多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新设，粮油多多酿酒粮基地
司

７４％

３７０

新设，开展抖音、快手直播
电商业务

１００％

５００

新设，涂多多河南布局

７０％

３５０

新设，涂多多旗下医材医械
１００％
产业平台

５００
５５０

新的品类平台
１

２０２０／６／２

宁波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１／６

江苏砂多多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涂多多旗下砂石产业
平台

１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北京卫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权回购

５％

２２８

２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北京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权回购

１０％

４０２．５

２

５５％

股权回购

上游资源整合和云工厂策略
１

－－

肥多多云工厂（
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
拟）

新设，湖北磷肥云工厂的一
站式运营商

６０％

６００

２

－－

涂多多云工厂（
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
拟）

新设，新疆炭黑云工厂的一
站式运营商

７０％

７００

３

－－

涂多多云工厂（
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
拟）

新设，四川海绵钛云工厂的
一站式运营商

７０＆

７００

４

一

巴彦淖尔市华亿矿业有限公司

参股，获得年１０万吨钛精矿
和石榴石的平台包销权

８％

５００

２０２１／１／８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与混改，新疆兵团第十一
师新疆建咨集团子公司混
改，加强新疆资源布局

３０％

４２０

１

２０２０／１０／１２

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参与工程机械行业赛
道，并赋能产业互联网运营 ４．５５％ １，８１９．９３５
经验。

２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北京鸿鹄致远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新设，产业孵化的对外投资
１００％
主体

５
产业孵化

３，０００

上述事项已一并经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的风险分析
１、本次投资完成日为标的公司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之日。 标的公司尚
未取得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标的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可能受到国家经济、本行业或上下游行业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３、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公司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或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保本浮动收益的低风
险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政
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０４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７．５０亿元人民币（
含７．５０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含１２个月）。 在上述额
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
情况
金额：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看
１３５天（
涨）

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４３２．３７

２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
款产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８８

３

中信银行共赢智信
利率结构３５０１８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１５

４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看
１３４天（
涨）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１．３１

５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０１０８９期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６２

０

６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看
１２０天（
跌）

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００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ＪＧ９０１４期
（
９０天网点专属）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８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０２５３４期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９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
市分行定制型单位
结构性存款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１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０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０２８４３期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５，０００

０

０

５，０００

１５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９６７．３３

７４，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４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２５．３７％

最近１２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４．１４％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７４，０００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１，０００

总理财额度

７５，０００

九、备查文件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区间逐日型）》
１．《
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２．《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及执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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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飞马国际”或“
公司”）于
前期披露了《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４）、《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子公司重整的提
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５）、《
关于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
公告编
号：２０２０－０８７），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或“
法院”）分别裁定
受理了对公司、子公司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骏马环保”）、大股东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飞马投资”）重整的申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
（
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重整管理人。
民事裁定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深圳中院作出了（
２０２０）粤０３破５６８号之一号《
书》，裁定批准《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
《
重
整计划》”），终止飞马国际的重整程序，详见《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２８）。 目前，公司已进入《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
作正有序推进。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２０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
《
重整计划》执行以及骏马环保、飞马投资重整进展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
１、根据《
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０），公司于股权登记
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上市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
日。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披露了 《
关于重整及执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７），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已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１，６５２，
８８０，３８６股增加至２，６６１，２３２，７７４股， 转增股票１，００８，３５２，３８８股已登记至管理
人证券账户。 日前，管理人已根据《
重整计划》的规定将相应数量的转增股票过
户至重整投资人上海新增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增鼎公司”）证券
账户以及部分债权人证券账户。
重整计划》以及《
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新增鼎公司自重整计划经
２、根据《
法院裁定批准后１５日内向飞马国际管理人账户支付偿债资金５，０００万元， 自重
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３０日内向飞马国际提供借款２亿元并支付至管理人账
户。 截止目前，新增鼎公司已将５，０００万元偿债资金（
含前期支付的１，５００万元投
资保证金）、２亿元借款支付至公司管理人账户。
３、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新增鼎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为保证重
整后公司控制权稳定，新增鼎公司出具了《
承诺函》，承诺通过重整程序受让的
飞马国际股票自完成过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目前，管理人、公司、新增鼎公司以及有关方正积极推进公司重整计划的执
行。
二、公司子公司、大股东重整进展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已对骏马环保、飞马投
１、管理人按照《
资的财产权利凭证、印章和证照等进行了接管。 骏马环保、飞马投资关于在管理
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申请未获得深圳中院批准。
２、骏马环保管理人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收到了深圳中院作出的（
２０２０）粤０３

破５６６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定批准《
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
以下简称“
《
骏马环保重整计划》”）并终止骏马环保的重整程序，详见《
关于
法院裁定批准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２）。 目前，骏马环保
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将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整体推进。
３、 飞马投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下午１７时结束线下表
决，根据管理人统计结果，飞马投资债权人表决通过了《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财产管理方案》，详见《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０９）。 管理人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在“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网”（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整案关于招募
ｈｔｔｐ：／／ｐｃｃｚ．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披露了《
意向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就拟引入有实力的重整投资人对飞马投资进行重整，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意向重整投资人。 敬请债权人关注。
公司将密切关注骏马环保、飞马投资重整后续进展情况，并敦促有关方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
重整计
１、深圳中院已裁定批准《
划》执行阶段。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
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２０２０年修订）》第１４．４．１７条第（
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根据《
２０２０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在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２０２０年
年度报告披露后，（
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
１）
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２）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骏马环保重整计划》并终止骏马环保重整程序，骏
３、深圳中院已裁定批准《
马环保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骏马环保能否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４、深圳中院已裁定受理对飞马投资重整的申请，飞马投资已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飞马投资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的风险。 同时，飞马投资为公司大股东，飞马投资重整将可能对公司股
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及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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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关注并及
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