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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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鉴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投资者较为关注的信息， 按照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月度产销快讯中的说明（单笔低于 1000 辆的新能源汽车
订单不再单独或汇总公告），特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获得的来自于北京公共交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 2072 辆新能源客车订单事项公告如下：

相关交付标的情况：
类型 数量（辆）

纯电动城郊公共汽车 60
纯电动公交车 150
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城郊公共汽车 1140
插电增程式气电混合动力城市公交车 722
合计 2072

公司将陆续向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交付上述共 2072 辆福田欧辉
纯电动、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及插电增程式气电混合动力客车，相关产销数据将在
历月的月度产销公告中披露。

本公告事项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公司新能源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推广，
也有利于降低 PM2.5 排放，从根本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有效的
保护城市空气的清洁。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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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苏爱康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的通知，爱康实业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爱康实业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本次爱康实业股权结构变更前，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持有爱康实业

100%股权。
变更前股权结构如下：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将其持有的爱康实业 2.381%的股权转让给张家
港金贝五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刘罗秀女士为邹承慧先生的母亲。 截至本公
告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二、张家港金贝五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港金贝五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1UUFXB0Y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爱康富罗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滨河路 5 号（爱康大厦）B906
经营范围：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数据

技术开发；计算机硬件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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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爱康实业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

变化。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也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王雪欣 、烟台市泉韵金属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公告
了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王

雪欣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烟台市泉韵金属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情况，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补充说明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台海集团、实际控制人王雪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烟台市泉韵
金属有限公司承诺： 自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
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本次大宗交易的交易对方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大宗交易受让
的公司股份。

3、股东烟台市泉韵金属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台海集团、实际控制人王雪
欣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后续减持仍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0-002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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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王
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龙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

职务，辞职后，王龙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鉴于王龙先生的辞职 ，导致公司监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王龙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监

事后生效，在此之前其仍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监事的职责 。 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

公司监事会对王龙先生在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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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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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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投资或与专业投资机
构共同设立的并购基金， 近日收到并购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神乾坤问道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人出具的《关于放弃收取管理费的声明》。

前述并购基金管理人在声明中承诺，无条件放弃向并购基金收取根据合伙协议
约定应收取的但未支付的， 以及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未来应收取的所有管理费，并
且，其作为基金管理人期间，将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继续履行管理人相关职责。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放弃收取管理费的声明》的具体内容
井冈山问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西藏问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问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问道投资”）为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天神乾坤问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为基金提供管理服务，基金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向问道投资支付管理费。 截至目前，
基金已向问道投资支付自基金成立之日至 2018 年 12 月 15 日的全部管理费以及
2018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的部分管理费；2018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期间剩余的应付管理费以及 2019 年 12 月 15 日以后的管理费， 基金
尚未支付。

现问道投资不可撤销地做出如下承诺：
问道投资无条件放弃向基金收取自 2018 年 12 月 16 日至今尚未收取以及根据

合伙协议约定未来应收取的管理费，在问道投资作为基金管理人期间，将按照合伙
协议约定继续履行管理人相关职责。

二、《关于放弃收取管理费的声明》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并购基金因本次《关于放弃收取管理费的声明》豁免了并购基金支付管理

费的义务（已支付的管理费除外），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相应增加公司 2019 年度
合并净利润 652 万元。

前述并购基金管理人在声明中承诺无条件放弃向并购基金收取根据合伙协议

约定未来应收取的所有管理费，将相应减少公司未来年度合并报表的管理费用，并
相应增加未来年度合并报表的净利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公开

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2020—001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并购基金管理人放弃收取管理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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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共青城安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宏投资”）签署了《深圳天神中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

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公司以 1 元对价受让其持有的并购基金深圳天神中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神中慧”）中间级有限合伙份额 3,100 万元。
根据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司子公司北京水工日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水工日辰”）与安宏投资签署的《收益权转让协议》，安宏投资将其持有天神中慧中间级有限合伙份

额 3,100 万元享有的合伙份额收益权转让给水工日辰，水工日辰已足额支付了收益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3,319 万元。 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对价为 1 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天神中慧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1 和壹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00 0 普通合伙人

2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34,000 34,000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3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3,100 3,100 中间级有限合伙人
4 融聚天下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7,700 7,700 中间级有限合伙人
5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0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合计 49,900 49,800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2020—002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鼎晖维
森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 （有限合伙 ）、天津鼎晖元
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上海鼎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 、准确 、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2019 年 7 月 30 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指定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北
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 2019-059），持有公司 10,942,51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5%)股份的股东
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维鑫”）及其一致行动人北
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维森”)、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
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鼎晖一期”）、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元博”）、上海鼎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鼎青”）
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0,550,847 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49%(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
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
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披露减持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4），并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披露减持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6），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收到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
海鼎青出具的《股份减持实施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1 月 2 日，本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已累计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30,550,84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 本次
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本次减持计划中约定的减持股数；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现将
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基金到期退出。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及公司实施 2015 年度、2018 年度

权益分派所获得的股份。
3、减持数量和比例：合计拟减持数量 30,550,847 股，其中 ,鼎晖维鑫合计拟减持

数量 10,942,516 股，鼎晖维森合计拟减持数量 7,601,782 股，天津鼎晖一期合计拟减
持数量 6,211,446 股，鼎晖元博合计拟减持数量 3,060,703 股，上海鼎青合计拟减持
数量 2,734,400 股，即公司总股本的 3.49%� ；其中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集中竞价自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
月内；大宗交易自本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份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减持

股份数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成交均价
（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

股份比例（%）

鼎晖维
鑫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7.95 3,425,822 0.3913

大宗交易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3.71 7,516,694 0.8585

鼎晖维
森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7.96 2,379,641 0.2718

大宗交易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3.71 5,222,141 0.5964

天津鼎
晖一期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7.95 1,947,800 0.2225

大宗交易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3.71 4,263,646 0.4869

鼎晖元
博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7.94 963,100 0.1100

大宗交易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3.71 2,097,603 0.2396

上海鼎
青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5.76 2,734,400 0.3123

大宗交易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 / /

总计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5.10 30,550,847 3.4891

三、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公布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鼎晖维鑫

合计持有股份 10,942,516 1.2497 0 0.00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份 10,942,516 1.2497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鼎晖维森

合计持有股份 7,601,782 0.8682 0 0.00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份 7,601,782 0.8682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天津鼎晖
一期

合计持有股份 6,211,446 0.7094 0 0.00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份 6,211,446 0.7094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鼎晖元博

合计持有股份 3,060,703 0.3496 0 0.00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份 3,060,703 0.3496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上海鼎青

合计持有股份 2,734,400 0.3123 0 0.00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份 2,734,400 0.3123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四、其他说明
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其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
权处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规则要求。

在锁定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50%， 在锁定期
满后的 24 个月内将减持所持全部发行人股份。 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将提前 3 个
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之日起 6 个月
内不得减持；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均严
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事项与其上述已披
露的承诺一致。

五、相关风险提示
1、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本次减持计划已经

实施完毕。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3、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不属于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鼎晖维鑫、鼎晖维森、天津鼎晖一期、鼎晖元博、上海鼎青出具的《股份减持实

施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2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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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572 号）（以下简称“批

复”），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63,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 6

年。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

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

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1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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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94）。 公司通过自查，现
对有关内容进行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涉及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爱康实业 是 72,000,000 10.67% 1.60% 2019/12/12 2022/12/11 常州市天宁
区人民法院

担保纠
纷爱康实业 是 449,670 0.07% 0.01% 2019/12/12 2022/12/11

爱康实业 是 132,000,000 19.56% 2.94% 2019/12/12 2022/12/11
爱康实业 是 4,000,000 0.59% 0.09% 2019/12/17 2022/12/16 南京市秦淮

区人民法院
担保纠
纷爱康实业 是 12,000,000 1.78% 0.27% 2019/12/17 2022/12/16

爱康实业 是 11,020,000 1.63% 0.25% 2019/12/17 2022/12/16
合计 231,469,670 34.30% 5.16%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爱康实业 674,742,000 15.03% 231,469,670 34.30% 5.16%
邹承慧 121,846,200 2.71% 0 0 0

江阴爱康投资有
限公司 26,640,006 0.59% 0 0 0

合 计 823,228,206 18.34% 231,469,670 28.12% 5.16%
更正后：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涉及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

人 原因

爱康实业 是 72,000,000 10.67% 1.60% 2019/12/12 2022/12/11 常州市天
宁区人民
法院

担保
纠纷爱康实业 是 449,670 0.07% 0.01% 2019/12/12 2022/12/11

爱康实业 是 132,000,000 19.56% 2.94% 2019/12/12 2022/12/11
爱康实业 是 4,000,000 0.59% 0.09% 2019/12/17 2022/12/16 南京市秦

淮区人民
法院

担保
纠纷爱康实业 是 12,000,000 1.78% 0.27% 2019/12/17 2022/12/16

爱康实业 是 11,020,000 1.63% 0.25% 2019/12/17 2022/12/16

爱康实业 是 5,000,000 0.74% 0.11% 2019/12/23 2022/12/22

江苏省南
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

担保纠
纷

爱康实业 是 120,330,000 17.83% 2.68% 2019/12/23 2022/12/22
爱康实业 是 13,300,000 1.97% 0.30% 2019/12/23 2022/12/22
爱康实业 是 36,336,000 5.39% 0.81% 2019/12/23 2022/12/22
爱康实业 是 25,000,000 3.71% 0.56% 2019/12/23 2022/12/22
爱康实业 是 45,000,000 6.67% 1.00% 2019/12/23 2022/12/22
爱康实业 是 22,075,996 3.27% 0.49% 2019/12/23 2022/12/22
爱康实业 是 32,920,000 4.88% 0.73% 2019/12/23 2022/12/22
合计 531,431,666 78.76% 11.84%
2．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爱康实业 是 231,469,670 34.30% 5.16% 2019/12/23 36个月
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担保纠
纷

3．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爱康实业 674,742,000 15.03% 531,431,666 78.76% 11.84%
邹承慧 121,846,200 2.71% 0 0 0

江阴爱康投资有
限公司 26,640,006 0.59% 0 0 0

合 计 823,228,206 18.34% 531,431,666 64.55% 11.84%
经询问， 爱康实业本次股份被冻结主要原因是爱康实业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

有限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融资提供了连带责任
担保。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对爱康实业持有上市公司的
部分股票追加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但如果相关
被冻结进一步被司法执行，不排除导致控制权变更。

公司对上述补充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
强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债券代码：112691 债券简称：18 爱康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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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共收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创

新环境支持资金、产业发展扶持补助资金等的政府补助 92 笔，共计 137,274,151.66
元（不含以前年度政府补助由递延收益转入损益的金额，未经审计）。 具体明细如
下：
序
号 补助项目 入账日期 补助金额(元） 补贴依据 备注

1 产业发展扶持补助资金 2019-6-30 9,689,800.00 嘉开财企[2019]23号

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

2 产业发展扶持补助资金 2019-9-29 6,023,300.00 嘉开财企[2019]53号
3 产业发展扶持补助资金 2019-9-29 1,293,100.00 嘉开财企[2019]54号

4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安全
技术及设备项目补助资金 2019-12-29 11,700,000.00 中标通知书

5

面向商用车设计工业大数
据存储分析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测试床建设项目补助

资金

2019-12-29 13,200,000.00 中标通知书

6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及设备
专项补助资金 2019-12-24 6,659,100.00 嘉开财企[2019]62号

7 设备专项补助 2019-12-17 2,787,300.00 嘉开财企[2019]68号

8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2019-5-6 8,357,363.00 诸财企指字[2019]
019号

9 创新环境支持资金 2019-5-31 813,500.00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提升创新
能力优化创新环境
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北
京代办处北京市专利资助

金
2019-6-21 530,250.00

关于申报 2019年北
京市专利资助金的

通知
11 增值税返还 2019-6-28 3,047,101.00 怀财企[2016]号

12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2018年
进口贴息 2019-7-31 1,243,436.00

2018年度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
13 产业发展资金 2019-8-12 5,000,000.00 宣经区字[2019]7号

14 面向工业制造的 5G业务研
发与试验补助资金 2019-9-18 684,000.00 2018ZX03001021

15 燃料电池公交整车集成及
示范课题补助资金 2019-9-18 2,591,900.00 2018YFB0105605

16 北京市外贸企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补贴 2019-10-31 5,839,973.00 ———

17 混合动力重型卡车测试评
价技术研究课题补助资金 2019-11-8 701,577.00 2017YFB0103503

18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智能诊
断系统技术课题补助资金 2019-11-8 1,500,000.00 Z191100001619004

19 2018年企业发展基金 2019-11-26 4,620,000.00 ———

20
寒冷地区纯电动城间大客
车平台及整车开发课题补

助资金
2019-11-22 1,480,000.00 2017YFB0103804

21
危险品运输车辆碰撞事故
主动防控技术及系统课题

补助资金
2019-12-4 1,080,000.00 2017YFC0804803

22 2018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 2019-12-12 520,000.00 长县商发[2019]26号

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23 211项目专项科研经费 2019-12-26 800,000.00 ———

24 首都科技领军人才补贴资
金 2019-12-26 1,000,000.00 Z191100006119028

25 稳岗补贴资金 2019-12-24 1,277,832.00 ———
26 稳岗补贴资金 2019-12-24 869,438.00 ———
27 稳岗补贴资金 2019-12-30 517,139.00 ———

28 企业发展资金支持 2019-12-3
1

30,000,000.00 ———

29 锅炉改造资金补助 2019-12-27 1,493,721.58 ———
30 锅炉改造资金补助 2019-12-27 1,356,278.42 ———

31 重大专项资金经费补贴 2019-12-31 2,000,000.00 长县财教追指[2019]
76号

32 单笔 50万元以下补贴（共计 61笔） 8,598,042.66
合计 137,274,151.66

注 1： 由于 70 多个核算主体对应各类银行， 各银行回单与入账时间有少许差
异。

注 2：相关项目未披露补贴依据的原因为相关政府部门未出具批文。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政府补助分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
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

3、对于所有政府补助事项中，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
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上述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19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二日

备查文件
（一）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二）银行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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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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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接到银行通知收到北京市财政局转支付的 2018 年
度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清算资金合计 13,043 万元。上述款项系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所售且累计行驶里程达到 2 万公里的新能源汽车对应的推广
补贴。

本次收到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不影响公司利润， 将直接冲减公司已销售新
能源客车形成的应收款项，对公司现金流及降低资金占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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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