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网下获配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张家港中环海

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

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

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张家港中

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

健康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裕和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用

事业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盛鑫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MSCI

中国A股消费

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获配股票

[ 中 环 海 陆

301040.SZ]

[ 中 环 海 陆

301040.SZ]

[ 中 环 海 陆

301040.SZ]

[ 中 环 海 陆

301040.SZ]

[ 中 环 海 陆

301040.SZ]

[ 中 环 海 陆

301040.SZ]

获配数量（股） 2,401 2,401 2,401 2,401 2,401 2,401

限售数量（股） 241 241 241 241 241 241

限 售 股 总 成 本

（元）

3,270.37 3,270.37 3,270.37 3,270.37 3,270.37 3,270.37

限售股总成本占

基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

（元）

3,270.37 3,270.37 3,270.37 3,270.37 3,270.37 3,270.37

限售股账面价值

占 基 金 净 资 产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07月26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

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

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

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

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7月28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倍杰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

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

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倍杰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

健康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裕和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用

事业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盛鑫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MSCI

中国A股消费

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获配股票

[倍杰特 300774.

SZ]

[倍杰特300774.

SZ]

[倍杰特300774.

SZ]

[倍杰特300774.

SZ]

[倍杰特300774.

SZ]

[倍杰特300774.

SZ]

获配数量（股） 4,435 4,435 4,435 4,435 4,435 4,435

限售数量（股） 444 444 444 444 444 444

限 售 股 总 成 本

（元）

2,029.08 2,029.08 2,029.08 2,029.08 2,029.08 2,029.08

限售股总成本占

基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

（元）

2,029.08 2,029.08 2,029.08 2,029.08 2,029.08 2,029.08

限售股账面价值

占 基 金 净 资 产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07月26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

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

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

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

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7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22� � �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1-072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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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详见“二、继续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履行的审议程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

循环使用。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亦就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在授权额

度范围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相关事

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

告（编号：2021-039）。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14日、2021年5月17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签署了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1年5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日部分到期赎回， 理财产品本金及理财收益全额存入募集资金账

户。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金额

（万元）

实际年化收益

率

产品期限（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黄岩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1000 3.05 3.18% 35天

1950 11.20 3.38% 62天

2050 5.14 1.50% 61天

二、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26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签署了《中国银行挂钩型

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

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产品 期

限

产品类型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挂 钩 型

结构性存款

1480 1.49%或4.46% 61天

银行理财产品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黄岩支行不

存在关联关系

1520 1.50%或4.45% 61天

（一）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认购日期 2021年7月26日

收益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收益起算日 2021年7月28日

到期日 2021年9月27日共到期3000万元

收益率

1、1480万元：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

益率[1.4900%]（年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

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 [4.4600%]（年率）。

2、1520万元：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

保底收益率[1.5000%]（年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

（如有）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4.4500%]（年率）。

挂钩指标

1、1480万元：挂购指标为彭博“【BFIX�EURUSD】” 版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

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如果某日彭博BFIX�页面上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

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2、1520万元：挂购指标为彭博“【BFIX�EURUSD】”版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

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如果某日彭博BFIX�页面上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

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以上投资品种不涉及证券投资，

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

银行理财或信托产品。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其他情况

1、本次委托理财额度和期限未超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

金使用额度与期限；

2、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低风险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集资金安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行为，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额度范围内所购买的均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风险水平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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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601988，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2,517.73 229,197.48

负债总额 120,310.30 124,57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581.56 86,474.51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3.02 16,629.29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为3,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2021年3月 31日）货币资金

的比例为7.86%。公司使用适度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现金管

理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本次购买的理财

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 ，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但并不排

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六、截止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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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3.05 /

2 银行理财产品 2050 2050 5.14 /

3 银行理财产品 1950 1950 11.20 /

4 银行理财产品 2300 / / 2300

5 银行理财产品 2200 / / 2200

6 银行理财产品 1480 / / 1480

7 银行理财产品 1520 / / 1520

合计 12500 5000 19.39 7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9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0.9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0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

总理财额度 10000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31� � �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34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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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近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2021�年7

月 23� 日至7月27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股票价格区间涨幅累计达33.33%。2021

年7月22日、7月23日和7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

异动，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详见公司临2021-033号公告）。7

月27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根据相关要求，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

下：

一、近期行业情况

近期公司主营有色金属锌冶炼和磷化工产品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1�年7月 23�日至7月27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股票价格区间涨幅累计达

33.33%。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7月27日，公司市净率85.32，公

司所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市净率3.75，公司市净率指标高于行业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1、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宏达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228,077.7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3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24,632.63万元。

审计机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该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意见。

同日，公司披露《宏达股份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1,001.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62%，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626.08万元 （未经审计数

据）。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 公司持有四川信托22.1605%股权，2020�年 12�月 22�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监管强制措施决定书》（川银保监强字[2020]5� 号），对公司实施审

慎监管强制措施，限制公司参与四川信托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包括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

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

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披露的《宏达股份关于公司收到四川银保监局〈监管强制措

施决定书〉的公告》（临2020-060）。

3、2019年末公司对四川信托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216,323.08万元（经审计数据）。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四川信托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2020年1-9月权益法核算公司已确认的四川信托投资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合计-25,

906.09万元，减值金额为 190,416.99万元，计入公司2020年度损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

响金额为-190,416.99万元,公司2020年末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减少190,416.99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宏达股份关于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公

告》（临2021-020）。

4、公司于 2021�年 6�月 7�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函告，公司实际控制

人刘沧龙先生因涉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

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8日披露的《宏达股份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

告》（临2021-030）。

5、因涉及金鼎锌业合同纠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公司原持有金鼎锌

业60%股权无效，金鼎锌业自2018年1月1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告范围。

目前该案处于执行阶段，公司原3处房产已完成司法处置，处置价款合计309,177,032.00�

元，用于公司向金鼎锌业支付利润返还款。扣除上述处置价款后，公司尚需向金鼎锌业返还

利润本金491,675,867.68� 元，返还利润本金公司已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公司对尚

未支付的返还利润计提延迟履行金，延迟履行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因该案， 公司12个银行账户中存款限额人民币或美元1,496,426,533.22� 元被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冻结。 截至 2021� 年 6� 月 18日， 公司实际被冻结资金的总金额为 15,399,940.85�

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账户实际冻结金额 7,263.74� 美元，按 2021� 年 3� 月 21� 日结息日汇率

折算为人民币 47,509.29�元）。截至目前，上述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尚处于冻结状态。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及公司部分资金被冻

结的公告》（临2021-031）。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若法院对该案执行采取进一步措

施，可能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事项，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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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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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6日，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及2021年7月10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文件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股权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

个月（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7月6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7月16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在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2021年1

月6日至2021年7月6日），除下列28名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交易日期

合计买入

（股）

合计卖出（股）

1 左英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5-20210225 12300 12300

2 张滢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19-20210319 2000 2000

3 张洪勇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07-20210209 400 400

4 张柏忠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5-20210514 900 900

5 于建林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427-20210629 23000 18000

6 应松春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22-20210610 14600 14600

7 吴渭钟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628 1000 1200

8 吴炜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209 2200 0

9 王唯佳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119 12500 12500

10 王社良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514 8100 8050

11 汪伟方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610 10600 21200

12 石军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428 6900 8300

13 裘海兵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27-20210610 500 500

14 秦少柱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25-20210414 9100 9100

15 秦建华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07-20210108 1000 0

16 吕一庆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617-20210625 700 700

17 吕树敏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3-20210318 8000 8000

18 吕继承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9-20210618 6000 12000

19 陆志新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407-20210416 3000 3000

20 梁慧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19-20210506 800 800

21 李伟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120 2900 2900

22 李强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07-20210706 122700 120600

23 孔雄伟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05-20210513 2000 2000

24 蒋明夫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414-20210615 7000 7000

25 季学强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25-20210325 2000 0

26 胡守朝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24-20210414 2000 2000

27 何秋一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24-20210414 500 500

28 豆红运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4-20210304 7400 7400

经核查， 以上28名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独

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

息管理的相关制度； 本激励计划的策划、 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

施，限定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

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不存在

内幕信息知情人通过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而不当得利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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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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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7月22日以书面或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21

年7月27日下午4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

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波兰FLT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商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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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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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2日以书面或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21年

7月27日下午3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波兰FLT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商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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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波兰FLT公司100%股权

及相关商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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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五洲新春” ）拟使用自筹资

金通过在境外设立XCC� (POLAND)� INVESTMENT� (公司状态拟设立，公司名称拟定，以下

简称“五洲波兰投资有限公司” 或“五洲波兰” )收购Boryszew� S.A.� 持有的F?T� Polska� Sp.� z�

o.o.(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 、“FLT” )100%的股权以及SPV� Impexmetal� sp. � z� o.o. 持有的

“FLT”系列商标（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

权及“FLT”系列商标。

● 交易对价：本次收购总对价为1亿PLN（波兰币兹罗提，中国人民银行7月27日公布的

中间价1PLN=1.6638人民币），约合人民币1.6638亿元。其中FLT100%股权交易对价为8200万

PLN，“FLT”系列商标交易对价为1800万PLN。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公

司需取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 主要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国家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风险、经营管理、汇率

波动、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达预期

效益的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九、风险提示” ，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通过在波兰设立XCC� (POLAND)� INVESTMENT(公司状态拟设立，公司名称为

拟定) � 购买Boryszew� S.A. 持有的FLT100%的股权以及SPV� Impexmetal� sp. � z� o.o� 持有的

“FLT”系列商标，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FLT旗

下 FLT&Metals� S.R.L. (Italy)、FLT-W?lzlager� GmbH� (Germany)、FLT （Wuxi）Trading� Co.

(China)、FLT� USA� LLC� (USA)、FLT� France� SAS (France)、Bearings� Limited� (“Subsidiaries” ) �

(UK).�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总对价为1亿PLN（包含FLT100%的股权以及“FLT” 系列商标

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对价参考海通银行波兰分行出具的估值报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 本次收购完成后，FLT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交易双方已于 2021年7月27日签订

《有关出售F?t� polska� sp.� z� o.o股份的初步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

FLT100%股权以及“FLT” 系列商标的议案》，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签署及后续相关手续的办

理。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公司需取得中国政府

相关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交易各

方基本情况如下：

1、交易对方

（1）卖方1

公司名称：Boryszew� S.A.

公司住所：Warsaw,� 00-807� Warsaw,� ul.� Aleje� Jerozolimskie� 92,

注册资本：PLN� 240,000,000� .00

公司性质：私营企业，1996年股票在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立时间：1991年

主营业务：汽车行业，化学材料（包括防冻剂），金属氧化物和其他金属元素的生产

截止2021年7月27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Karkosik�Roman�Krzysztof 65.35

2 GRUPA�BORYSZEW 8.03

3 NATIONALE-NEDERLANDEN�OFE 6.16

4 Impexmetal股份公司 5.56

5 挪威中央银行 3.30

6 ALCHEMIA�SA 1.33

7 DIMENSIONAL�FUND�ADVISORS�LP 0.95

8 SPV�BORYSZEW3�SP�ZOO 0.90

9 HARBOR�CAPITAL�ADVISORS�INC 0.01

10 POLSKI�CYNK�SP�ZOO 0.00

来源：彭博

（2）卖方2

公司名称：SPV� Impexmetal� sp.� z� o.o.

公司住所：Warsaw,� 00-807� Warsaw,� ul.� Aleje� Jerozolimskie� 92,

注册资本：PLN� 41,727,000.00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7日

主营业务：知识产权的授权及相关产品

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Boryszew� S.A.持股100%

2、交易标的：

FLT100%股权以及“FLT” 系列商标，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详见下文“三、交易标的的基

本情况”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卖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1

1、交易标的名称：FLT100%的股权

2、交易类别：股权购买

3、注册地：波兰 华沙

4、注册地址：Aleja� Stanów� Zjednoczonych� 61, � 04-028� Warsaw, � Poland；波兰，华沙

04-028，美国大道 61。

5、注册资本：PLN� 1,030,000.00。

6、主营业务：工业轴承的销售

7、成立时间：2002年8月14日

8、交易标的的股东及持股比例：Boryszew� S.A.,持有FLT100%的股权。

9、所属产权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2

“FLT”系列商标

（三）交易标的资产运营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包括：FLT&Metals� S.R.L. (Italy)、FLT-W?lzlager�

GmbH� (Germany)、FLT（Wuxi）Trading� Co.(China)、FLT� USA� LLC� (USA)、FLT� France� SAS

(France)、Bearings� Limited� (“Subsidiaries” )，FLT� Bearings� Ltd.(UK)� (以下简称“标的集团公

司” )，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股权架构图如下：

FLT成立于2002年8月14日，是波兰一家从事工业轴承销售的波兰实体公司，目前在欧洲

的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及美国和中国（无锡）均有布局，产品销往欧洲、美洲和亚

洲。全球共有约 60名员工，均长期任职。FLT与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合作，并对供应商有着非常

严格的要求，FLT品牌在欧洲以及中国市场有良好的客户基础，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主

机工厂的一级供应商。其全球前六大客户为意大利邦飞利（Bonfiglioli）、德国BPW、美国德纳

（Dana）、英国GKN、意大利卡拉罗（Carraro）、德国赛威传动（SEW），最终用户为菲亚特、奔

驰、沃尔沃、宝马、通用、东风等著名品牌汽车及部分工业主机。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扩大

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产生良好的品牌和渠道协同效应。

(四)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状况

FLT2019 年度 、2020年度财务报 表 已 经 波 兰 当 地 Pro� Audit� Kancelaria� Bieglych�

Rewidentów� Sp.� z� o.o.会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根据波兰会计准则审

计），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以及2021年1-3月的主要财务数据（2019年度、2020年度的

财务数据已经过审计，2021年1-3月的财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如下：

单位：PLN千元（1PLN约合1.6638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资产总额 186,318 166,194 133,859

负债总额 78,304 64,510 49,323

净资产 108,014 101,684 84,536

营业收入 94,215 276,266 320,768

净利润 5,288 12,671 12,32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购买协议的签约主体及交易标的

1、买方：五洲波兰

2、卖方：Boryszew� S.A、SPV� Impexmetal� sp.� z� o.o.

3、交易标的：FLT100%的股权及“FLT”系列商标

（二）交易对价

本次收购总对价为1亿兹罗提，8200万兹罗提用于收购FLT的股权，1800万兹罗提用于收

购“FLT”系列商标，系根据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税务尽职调

查报告》、《法律尽职调查报告》、《FLT估值报告》评估得来。

（三）交易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以现金支付的形式收购。

（四）支付期限

1、意向金，公司前期已支付1000万兹罗提的意向金，待收购协议签署后将转换为一部分

交易对价。

2、交割款8500万兹罗提（交易对价总额的85%），将于股权交割时支付。

3、尾款。（交易对价总额的5%）在交割完成六个月之内支付。

（五）交割先决条件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应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并办理外汇登记；

2、不存在禁止本协议拟定交易的禁令或法律程序；

3、无重大不利影响等。

（六）交割日

目标股权应于所有交割条件获满足或豁免后或在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地点、 时间或日期完

成交割。

（七）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在协议签署日签署生效。

（八）与交割相关的义务

双方应在任何交割条件满足后立即通知对方、不得无故拖延。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

2、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

争的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会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响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独立性。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

等方面将进行独立管理及核算。

3、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将成

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六、本次投资尚需履行的外部审批/备案手续

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公司需取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七、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FLT及其子公司多年来始终专注于于工业轴承的销售，在工业轴承领域拥有丰富的销售

渠道和资源，是主机工厂的一级供应商。其全球前六大客户为意大利邦飞利（Bonfiglioli）、德

国BPW、美国德纳（Dana）、英国GKN、意大利卡拉罗(Carraro)、德国赛威传动（SEW），最终

用户为菲亚特、奔驰、宝马、沃尔沃、通用、东风等著名品牌汽车及部分工业主机。

公司生产的汽车轴承、工业轴承主要为国内外汽车、电机、机械设备等产业提供主机配

套，其中转向管柱专用四点角接触球轴承已经配套北美宝马，第三代球销式等速万向节滚针

轴承配套丰田美国和东南亚多款汽车。公司生产的精密零部件目前主要涉及风电滚子、汽车

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变速箱、差速器齿轮、同步器齿套、各类精密传动件等产品，配套

客户有蒂森克虏伯、大众、奥迪、丰田、上汽、奥托立夫等知名企业。在美国设有销售公司，在

墨西哥设有生产工厂，成品轴承的销售偏重于美洲和亚洲市场。

五洲新春是中国领先的轴承制造企业，FLT是欧洲颇有影响力的专业轴承销售平台，两

者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是公司资源配置全球化的重要一步。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五洲新春在欧洲的销售渠道，有利于巩固五洲新春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强

化五洲新春在欧洲轴承市场的品牌影响力，结合五洲新春高效的运营和生产制造能力，进一

步提升公司成品轴承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

通过本次收购，买卖双方可以在技术、品牌、渠道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实现资源共

享，形成研发、生产、市场、品牌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实现共赢，也将促进FLT业务的有效提升。

本次收购完成后，FLT� 将成为五洲新春的全资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对公

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通过五洲波兰（拟设立）收购FLT100%的股权以及相关商标。公司对标的公司及

商标的状态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本次收购交易作价及相关商务条款经双方协商确定，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可以使得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得到进一步提升。本

次交易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进行本次

交易。

九、风险提示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系境外自然人，涉及股权购买款汇出中国境外，尚需获得中国政府相

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的时间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资金等因素也一定程度受审批环节影响，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及交

易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

区域文化、政治环境及管理方式的差异，仍不排除收购完成后双方在人事、制度和文化上难

以高效的整合与协同发展。公司将提高跨境管理的风险意识，积极强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

公司整体运营能力，防止因对标的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足造成公司损失的风险。

（三）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目前信息测算，公司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财务合并层面将新增商誉，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对标的集团公司在产品、渠道、客户与市场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继

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如果因行业竞争加剧、国家调控或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导致标

的集团公司经营及盈利状况达不到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

不利影响。

（四）汇率变动风险

本次项目为境外收购项目，后续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由于外汇汇率变动给公司带来汇

兑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汇率市场情况并采取远期结售汇等必要措施管理此类风险。

（五）新冠疫情的影响

欧洲地区仍受新冠疫情影响，若未来疫情不能有效且尽快控制甚至持续蔓延，将对标的

公司原材料供应、物流发货、生产销售等产生一定影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将结合标的

公司情况及时制定防控方案，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提前储备防疫物资，确保员工安全生产。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也将利用国内公司资源，协助标的公司尽量减少疫情对其的影响。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有关出售F?t� polska� sp.� z� o.o股份的初步协议》

5、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审计报告及2021年1-3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6、海通银行波兰分行《FLT估值报告》

7、大成欧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尽调报告》

8、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财务尽调报告》、《税务尽调报

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1

2021年 7 月 28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