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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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 14.5 万元“亨通转债”转换成公司股

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7,837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亨通转债”金额为
173,285.5 万元，占“亨通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16%。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0 号）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公开发行了 1,733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
格为每张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3,30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53 号文同意，公司 17.33 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亨通转
债”，债券代码“11005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亨通转债”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19 年 9 月 26 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转股期间为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8 日，转
股代码“190056”，初始转股价格为 21.79 元 / 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15.68 元 / 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亨通转债”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

11.5 万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6,456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 0.000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 14.5 万元“亨通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7,837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73,285.50 万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99.9916%。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2019年 9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 12月 31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43,360,433 0 43,360,43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60,326,770 6,456 1,860,333,226

总股本 1,903,687,203 6,456 1,903,693,659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3430985
传真号码：0512-63092355
邮箱：htgd@htgd.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0-001 号
转债代码：110056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转股代码：190056 转股简称：亨通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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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股情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 278,305,000 元“百合转债”已转

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8,230,55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7.542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231,695,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5.4304%。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880 号文核准，梦百合家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1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1 亿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8]149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5.1 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
合转债”，债券代码“113520”。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百合转债”自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可转换为本
公司股份，最新转股价格为 14.28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1 月 7 日。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 278,305,000 元“百合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 18,230,55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7.5428%。
其中，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 公司 A 股可转债有人民币
161,785,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转股数量为 11,329,231 股。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31,695,000 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45.430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注】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7,152,345 -204,948,845 0 2,203,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5,103,877 204,948,845 11,329,231 331,381,953

总股本 322,256,222 0 11,329,231 333,585,453

注： 系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所致， 自然人股东吴晓风持有的
20,814,271 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自
然人股东倪张根持有的 184,134,574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3-68169482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313 证券简称：梦百合 公告编号：2020-001
转债代码：113520 转债简称：百合转债
转股代码：191520 转股简称：百合转股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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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商务厅下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 N3200201901008 号），具体情况如下：

1、境外企业名称：摩尔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国家：美国

3、设立方式：并购
4、投资主体：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比 85%
5、投资总额（中方）：32,658.568 万元人民币（折合 4,645.6 万美元）
6、经营范围：家具（卧室、起居室家具，餐厅家具，床垫和儿童青少年家具）零

售。
7、核准或备案文号：苏境外投资[2019]N01023 号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313 证券简称：梦百合 公告编号：2020-002
转债代码：113520 转债简称：百合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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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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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 9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 5,180.94 万元，有关明细具体如下：

序号 获补助单位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万
元） 收款时间 发放主体 发放依据 补助类型

1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

XX项目补助 50.00 2019年 9月 30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2 XX项目补助 200.00 2019年 10月 22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3 XX项目补助 80.00 2019年 10月 23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4 XX项目补助 2.50 2019年 11月 29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5 XX项目补助 15.00 2019年 11月 29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6 XX项目补助 30.00 2019年 12月 10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7 XX项目补助 150.00 2019年 12月 20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8 中昊（大连）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 研发补助 44.00 2019年 11月 22日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大科发﹝2019﹞166号 与收益相关

9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专项补助 551.65 2019年 11月 19日 财政部 财资﹝2019﹞56号 与收益相关
10 XX项目补助 30.00 2019年 12月 25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11 XX项目补助 10.00 2019年 12月 31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12 XX项目补助 105.00 2019年 12月 31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13 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军民融合专项补助 100.00 2019年 9月 20日 甘肃省财政厅 甘财建﹝2019﹞133号 与收益相关

14 XX项目补助 55.40 2019年 10月 24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15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

研发补助 80.00 2019年 9月 27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学技术厅 桂科计字﹝2019﹞185号 与收益相关

16 运营补助 11.85 2019年 10月 17日 桂林市社会保险事
业局 市社保发﹝2019﹞23号 与收益相关

17 奖励补助 41.72 2019年 12月 1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学技术厅 桂科计字﹝2019﹞230号 与收益相关

18 研发补助 50.00 2019年 12月 31日 桂林市科学技术局 市科﹝2019﹞69号文件 与收益相关
19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营补助 100.00 2019年 9月 20日 四川省财政厅 川财企﹝2018﹞121号 与收益相关

20 运营补助 20.00 2019年 10月 30日 四川知识产权服务
促进中心 川知促发﹝2019﹞28号 与收益相关

21 XX项目补助 75.00 2019年 10月 30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22 奖励补助 37.00 2019年 11月 14日 富顺县科技和经济
信息化局 富科经信﹝2019﹞49号 与收益相关

23 研发补助 20.00 2019年 11月 26日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自财教﹝2019﹞76号 与收益相关
24 运营补助 24.13 2019年 12月 16日 人社局通知 人社局通知 与收益相关
25 研发补助 130.00 2019年 12月 23日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自财教﹝2019﹞112号 与收益相关

26 研发补助 1,000.00 2019年 12月 27日 富顺县科技和经济
信息化局 富科经信﹝2019﹞74号 与收益相关

27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XX项目补助 29.50 2019年 9月 30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28 XX项目补助 85.50 2019年 11月 8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29 XX项目补助 479.26 2019年 11月 26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30 运营补助 13.87 2019年 11月 26日 青岛市市南区人力
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鲁人社字﹝2016﹞25号 与收益相关

31 XX项目补助 453.21 2019年 12月 12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32 XX项目补助 120.43 2019年 12月 25日 XX单位 涉密相关文件 与收益相关

33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研发补助 73.00 2019年 9月 30日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
测中心

国科议程办字﹝2018﹞26
号 与收益相关

34 奖励补助 110.00 2019年 11月 19日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湖南省财政厅 湘财企﹝2019﹞54号 与收益相关

35 运营补助 10.00 2019年 11月 21日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湖南省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专项项目合同书 与收益相关

36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奖励补助 30.00 2019年 9月 29日 成都高新区经济运
行局 成高管发﹝2019﹞4号 与收益相关

37 研发补助 285.00 2019年 9月 30日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成高管发﹝2019﹞4号 与收益相关

38 奖励补助 168.00 2019年 11月 1日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经济运行安
全生产监管局

成高经发﹝2019﹞26号 与收益相关

39 奖励补助 50.00 2019年 11月 8日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经济运行安
全生产监管局

成财产发﹝2019﹞23号 与收益相关

40 运营补助 40.00 2019年 12月 11日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经济运行局 成财产发﹝2019﹞23号 与收益相关

41 研发补助 50.00 2019年 12月 19日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和人才

工作局
成财教发﹝2019﹞67号 与收益相关

42 奖励补助 30.13 2019年 12月 19日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和人才

工作局
成财教发﹝2019﹞33号 与收益相关

43 运营补助 28.33 2019年 12月 23日 四川省国际商务发
展促进会 成商务发﹝2017﹞149号 与收益相关

44 研发补助 35.00 2019年 12月 26日 泸州市科学技术和
人才工作局 泸市科人﹝2019﹞16号 与收益相关

45 其他 小额补助合计 76.46 2019年 9月 26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与收益相关

合计 5,1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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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上述补助金额全部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补助金额对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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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3
日、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2019 年 4 月 10 日，公
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议案》，对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明确回购股份的具
体用途及对应额度。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发布的《东阳光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 年 12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9,208,21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1%，购买的最高价为 10.20 元 / 股、最低价为 8.51 元 / 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 8,344.4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93,607,5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1%，购
买的最高价为 10.20 元 / 股、最低价为 7.60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9,924.05 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 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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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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公司已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涨幅 10.01%，价格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投资风险，理性投资，现将有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关于公司 MCN 业务的风险提示
近期，有媒体报道公司涉及“网红概念股”。 公司是一家以数据为基础、以内容

为导向、以技术为驱动的整合营销传播公司，主营业务为广告代理服务。 公司 2019
年 四 季 度 已 开 始 布 局 短 视 频 商 业 化 和 MCN� 营 销 业 务（Multiple-Channel�
Network，网红孵化运营和营销业务）。 现风险提示如下：

公司 MCN 业务目前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 其市场认可度
及盈利模式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该业务受未来市场规模、市场营销力度、用户接受
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该业务未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大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的风险提示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经公司核
实，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在 2019 年 12 月 27 日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2,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868%。

2019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6）。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引力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目
前，公司已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及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 关于请做好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 的回复》和《< 关于请做好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 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市盈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的风险提示
截至 2020 年 1 月 2 日，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89.32 倍，根据 Wind 板块数据：1

月 2 日收盘，申银万国行业类营销服务行业市盈率（算数平均）为 41.24 倍。 公司市
盈率水平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
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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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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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
案》（以下简称“《回购议案》”）。为严格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回购议案》作出修订。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回购公司
部分股份的方案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
修订 <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方案 > 的公告》（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盘，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64,2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本次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
7.39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7.15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0,000,021.23 元（含佣金
等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1、上述公司回购情况符合既定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回购股份的时间、回

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
相关规定。

2、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 年 6 月 27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32,119,413 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4、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设置的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8.68� 元 / 股（含

8.68� 元 / 股）。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股票最低交易
价格为 8.79 元 / 股，最高交易价格为 10.48 元 / 股，均高于设置的回购价格。 后
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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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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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制药”）全资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神州制药”）近日收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
研究中心下发的《关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19 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的通
知》（卫科专项函[2019]764 号）。

课题“创新抗体药物新品种研发及其关键创新技术体系建设 ”（课题编号：
2019ZX09732001）获得立项支持，具体内容如下：

课题责任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课题主要参加单位：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达生物制药（苏州）

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美诺克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百济神州（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苏州康宁杰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益
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特瑞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课题执行年限：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课题经费：总经费 42,487.92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 9,282.10 万元，2019 年

度中央财政经费 9,282.1 万元，2020 年度中央财政经费 0 万元。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以创新抗体药物新品种研发为主线，建立创新抗体药物

发现与制备、成药性评价、临床及转化研究、产业化等创新抗体药物及其关键技
术体系。课题有 20 个创新项目，通过创新品种将产生 3 个前沿关键技术。 通过本
项目的实施，项目团队将开发多个创新抗体药，提升国内高端生物制药行业的技
术水平，提升我国抗体产品的质量水平及标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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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收到《关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19 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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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详细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近日， 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在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MA76GPR538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华；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经营范围：羊绒及其制品、纺织品、针织品、服装、服饰的生产和销售；纺织原

料和产品的代购代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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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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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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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9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发来的《关于对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15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前将《关注函》所涉相关情况予以说明。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就《关注函》涉及的相关问

题逐项落实。 截至目前，由于《关注函》部分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公司尚未
完成《关注函》的全部回复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交
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0 年 1 月 7 日前回复《关注函》。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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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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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0 年第 5 次发行
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对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债券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可转债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理委员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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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申请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