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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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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 石家庄市栾城区古运粮河生态修复建设 PPP 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项目总投资额人民币 73,681.21 万元（以下除非特别注明，

所称“元”均指人民币元）。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创股
份”）联合体拟与政府出资代表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暂定名为石家庄首创环境治理
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
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移交等工作，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8,435.04 万元。 其中，
首创股份持股 89.8%， 出资金额为 16,554.66 万元； 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0.1%，出资金额为 18.44 万元；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0.1%；河北新绿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持股 10%。

特别风险提示：融资风险。
一、项目概述
2020� 年 6� 月 29�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石家庄市栾城区古运粮河生态修复建设 PPP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实施本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额 73,681.21 万元。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中铁四局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组成
的联合体中标本项目。本 PPP 项目为生态修复建设项目，采用 BOT 模式实施。由公
司与其他中标联合体单位在栾城区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授予项目公司在项目合作期内的特许经营权。 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设
计、建设、运营和移交等工作。 合作期内栾城区财政局向项目公司支付可用性服务
费和运营维护服务费， 合作期满项目公司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栾城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或其指定机构。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为财政部 PPP� 项目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入库项目，采用建设—运

营—移交（BOT）模式实施，项目内容包括河道工程、河道建筑物工程、引水工程、土
方开挖、前置库、潜流湿地、原位多级强化净化工程、曝气机、管网工程、河道型湿
地、智慧水务工程、绿化工程、水电工程、水秀工程等，并对上述资产进行运营和维
护。

本项目总投资额 73,681.21 万元，合作期限为 20� 年（含建设期 2� 年）。
（二）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暂定名为石家庄首创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

登记为准），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项目总投资的 25.02%， 约为 18,435.04 万元。 其
中，首创股份持股 89.8%，出资金额为 16,554.66 万元，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0.1%，出资金额为 18.44 万元，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0.1%，河北新绿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三、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石家庄市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石家庄市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惠源路 21

号；负责人为靳瑞志，其联系电话为 0311-85503573。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
首创股份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河北新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新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4 月 29 日，注册地为石家庄

市栾城区政府院内，法人代表为程保立 ,注册资本 57,9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以自
有资金对国家非限禁或禁止的项目进行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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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地为安徽省合肥市包

河区望江东路 96 号，法人代表为李新生，注册资本：714,621.944332 万元。 经营范围
包括承建国内外铁路、公路、房屋建筑、市政、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机电安装、电
力、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铁路铺轨架梁、通信、信号、电气化接触网、环保工程；国内
外铁路、建筑、市政、公路工程勘测、设计、监理、咨询及项目管理；城乡规划编制；工
程检测；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以及交通、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公共生活服务设施、
健康养老、特色小镇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咨询、规划、勘察设计、建设、管理；施
工机械租赁、修理；汽车检测；为铁路提供运输设备；铁路临管运输；声屏障制造及
安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新型建筑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仓

储；混凝土（砂浆）外加剂的生产、销售；苗木、花卉种植培育及销售；软件产品销售；
承包境内外国际招标工程；境外工程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境外工程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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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7 日， 注册地为成都市青羊区二环

路西二段 56 号附 10 号，法人代表为裴自川，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
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土石
方工程、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公路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工
程、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商品批发与零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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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由石家庄市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乙方）签署
《石家庄市栾城区古运粮河生态修复建设 PPP 项目合同》，协议内容如下：

1、特许经营权：甲方通过与乙方签订本合同，将投资、建设、运营维护项目相关
附属设施的特许经营权授予乙方。

2、合作内容：甲方依照栾城区政府的授权，授予乙方在项目合作期限内进行投
融资、建设、运营维护项目设施的权利，并在项目合作期满时将其占用的项目设施
等项目资产，无偿完好地移交给甲方或栾城区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

3、建设内容：（1）水利工程。运粮河全长 12.26� km，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根
据河道功能及景观格局将运粮河分为三段： 新城段 2.0� km� （东坡路 ~ 中兴大
道）；老城段 7.25� km�（中兴大道 ~ 柴武大街）；郊野段 3.01� km�（柴武大街 ~ 东
南明渠）。工程内容包括河道工程和建筑物工程。河道工程主要为土方开挖、土方回
填、生态护坡、生态挡墙等工程；建筑物工程主要包括水闸 3 座、溢流堰 6 座、临时
工程 1 项。

（2） 水环境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引水工程 （提升泵站 3 座 、DN600 钢管
12.7KM）、土方开挖、前置库（曝气机 5 台、提升泵站 1 座）、潜流湿地、原位多级强
化净化工程、曝气机、管网工程、河道型湿地等。

（3）智慧水务工程。 2 个“体系”+1 个“中心”+1 个“平台”，即：监测体系、通信体
系、大数据云计算中心、智慧管理云服务平台。

（4）水景观工程。 包括绿化工程、水电工程、水秀工程等。
4、项目用地：甲方和土地管理部门指定机构应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本项目相关

土地的流转，办理项目的用地手续，并向乙方提供没有设定他项权利、满足项目土
地使用条件的项目用地；乙方在项目特许期内有权根据本合同依法自由地、独占性
地使用项目土地。 项目建设所需的用地由政府负责流转，流转所需拆迁安置的费用
计入总投资。 由乙方与项目所在地政府职能部门签属用地协议，乙方承担土地流转
租赁费用（暂定为 400� 万元 / 年，据实结算），费用计入乙方运维成本。

5、特许经营期限：20 年（含建设期 2 年）。
6、投资总额：73,681.21 万元，投资额需经政府方最终审计确认。
7、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8,435.04 万元
8、期满移交：合作期满，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甲方或其指定机构。
9、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河北省栾城区政府审核同意，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项目所在区域为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属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将具

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对公司进一步开拓京津冀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公司取得本项目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投资规模及融资相对较大， 存在诸如不能按期融入项目所需资金以及

融资条件不甚理想等潜在的融资风险。
解决方案：本项目为重大民生工程，手续完备，项目组已与河北省建行、河北省

农发行、河北省国开行等银行对接多次，就项目融资条件，特别是放款条件进行了
细致沟通，以保证项目融资到位。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2020-068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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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
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
理实施。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签订相关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上述理财产品于近期到期，共获得理财收益约人民币 2.7 万元，本金及收益均
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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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性存款 24,000 20,000 175.81 4,000
合计 24,000 20,000 175.81 4,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56%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2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

总理财额度 5,000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2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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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 号新大都饭店 2 号楼

2212 会议室（注：因正值疫情防控期间，为防止人员聚集，部分人员采用在线连接主
会场方式进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41,362,25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45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2 人，董事杨斌、石祥臣出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监事长刘惠斌、监事郭雪飞、赵昕均出席会

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39,046,154 99.9123 2,316,103 0.087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39,110,954 99.9147 2,251,303 0.085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配股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20,462,736 89.8322 2,316,103 10.1678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527,536 90.1166 2,251,303 9.883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2020 年 6 月 11 日发出的本次股东大

会的通知、6 月 19 日的会议资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梅英、李显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首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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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六次临
时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永政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
经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石家庄市栾城区古运粮河生态修复建设 PPP 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投资栾城区古运粮河生态修复建设 PPP 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

73,681.21 万元（最终投资额以竣工决算审计为准）；
2、同意公司与河北新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青石建设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石家庄首创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注册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18,435.04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89.8%，出资金额
为人民币 16,554.66 万元， 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0.1%，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8.44 万元；

3、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最终确认的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临 2020-054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0-068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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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赎回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赎回金额：人民币 23.00 万元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A 款
委托理财期限：2020 年 4 月 27 日至产品本金支取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6 月 24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

款 A 款” 理财产品部分本金已收回，公司已收回上述募集资金本金和收益，相关协
议履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理财金额
（万元）

收益率 收益
（元）

产品期限

1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活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A 款

银行理
财产品

670.00(本次赎
回 23.00，前次
赎回 40.00，剩

余未到期
607.00)

根据 3M Shibor（三
个月期限的上海银
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与其基准比较
值比较并结合存续
天数进行阶梯累进

计算。

/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产品
本金支取日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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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0.00 17,583.00 109.79 1,407.00

合计 18,990.00 17,583.00 109.79 1,407.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27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4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5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7.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593.00

总理财额度 7,000.00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20-023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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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6,719,90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8.01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永清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5 人，董事焦捍洲先生、吕伟女士因公务无法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王玉琦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3、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金永传 495,932,410 99.8414 是

1.02 刘耀武 495,932,413 99.8414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金永传 10,462,4
48 93.0000

1.02 刘耀武 10,462,4
51 93.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侃、房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3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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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21,477,509.10 元。
具体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补贴项目 拨付金额 与资产/ 收益相
关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两化融合） 270,000.00 与收益相关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补贴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扶贫车间带动就业补贴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 年度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补助
资金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智能化扶持资金奖励 2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全州福达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全州县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自治区 2019 年高新科技企业认定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桂林市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孵化
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福达汽车零部
件销售有限公司 其他补贴 19,000.00 与收益相关

襄阳福达东康曲轴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优秀创业企业奖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兑现政策奖励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补贴 38,509.1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21,477,509.1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与

收益相关，已计入其他收益 21,477,509.10 元，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
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0-025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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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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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 24 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其中董事潘继红、

徐新、曹伟、王佳芬、胡燕早、陈奇峰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红春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

表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 1：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授权经理层全权办理

增资及设立登记手续的议案
公司拟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良品工业”）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47,0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湖北良
品工业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50,000.00 万元。

公司拟出资设立宁波良品铺子社交电商有限公司、 湖北良品铺子门店社群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良品铺子云服务科技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人民币 2,000.00 万元、 人民币
1,000.00 万元、人民币 500.00 万元。 本次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需报当地登记机关办
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均以登记机关最
终核准信息为准。

董事会同意授权经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增资及设立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详情请查阅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良品

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议案 2：关于修订《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3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群转债”2020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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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利群转债”的债券信用等

级：“AA”；
本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利群转债”的债券信用等

级：“AA”。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
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资信评估”）对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利群转债”）的信用状况进
行了跟踪评级。

根据新世纪资信评估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出具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首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
级展望为“稳定”；“利群转债”首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在对行业、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新世纪资信评
估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维持“利群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本次评级结果较首次没有变化。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831 证券简称：广电网络 编号：临 2020-043 号
转债代码：110044 转债简称：广电转债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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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主体评级：AA，债券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主体评级：AA，债券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本公司及公司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即“广电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前次债券评级结果为“AA”；评级机构
为联合评级，评级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

联合评级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信用等级通知书》（联合评字 [2020]1895 号）、《跟踪评级
公告》（联合 [2020]1895 号）、《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公司发行的“广电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信用等级通知书》、《跟踪评级公告》、《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再次延期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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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707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
问题进行逐项回复。鉴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尚需补充和完善，经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披露了《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延期回复的公告》（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3 号），

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截至目前，《问询函》涉及的相关内容尚需公司及中介机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无

法按期完成上述《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经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0 年 7 月 3 日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问询函》回复的相关工作，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回复文件并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