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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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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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丽岛新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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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49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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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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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蔡征国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
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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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方式、实施地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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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11,628 99.9349 86,800 0.065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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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实施方式、实施
地点的议案

425,204 83.0470 86,800 16.953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王月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丽岛新材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937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公告编号：2020-006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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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艺术中心办公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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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6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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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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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公司董事长刘力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主持会议，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
李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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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出席 4 人（其中董事李强先生、蒲吉洲先生因疫情防控

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刘力先生，独立董事陈刚先生、张生先生、宋
之杰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其中职工监事朱应才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以
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非职工代表监事高彦龄女士、李健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强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01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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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7,696 88.5751 3,191,540 11.3998 7,000 0.0251

1.02 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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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5,196 88.5661 3,194,040 11.4088 7,000 0.0251

1.03 议案名称：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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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8,496 88.5779 3,190,740 11.3970 7,000 0.025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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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8,496 88.5779 3,190,740 11.3970 7,000 0.02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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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9,496 88.5815 3,189,640 11.3931 7,100 0.0254

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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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9,496 88.5815 3,189,640 11.3931 7,100 0.0254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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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85,264 97.5082 3,199,640 2.4862 7,100 0.005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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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选举张绍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120,852,198 93.9080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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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722,696 88.5444 3,191,540 11.4305 7,000 0.0251

1.02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
定价原则 24,720,196 88.5354 3,194,040 11.4394 7,000 0.0252

1.03 锁定期安排 24,723,496 88.5472 3,190,740 11.4276 7,000 0.0252

2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

24,723,496 88.5472 3,190,740 11.4276 7,000 0.0252

3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24,724,496 88.5508 3,189,640 11.4237 7,100 0.0255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24,724,496 88.5508 3,189,640 11.4237 7,100 0.0255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4,714,496 88.5150 3,199,640 11.4595 7,100 0.0255

6.01 选举张绍平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20,081,430 71.92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是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以上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议案：1、2、3、4，是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

公司对以上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波、王宏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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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20-012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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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949,206,664.01 6,521,024,513.62 6.57%
营业利润 373,083,408.28 357,493,983.12 4.36%
利润总额 390,581,175.07 360,730,100.39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2,076,987.71 260,481,854.74 -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2,448,828.21 254,542,438.43 -2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8,385,341.94 192,270,207.35 1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49 -14.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 15.09% -4.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558,649,356.60 8,118,156,762.87 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188,658,979.10 1,822,332,412.84 20.10%

股本 538,213,833.00 538,404,333.00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07 3.38 20.1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稳中有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949,206,664.0

1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5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076,987.71
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4.7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较上年降低 4.06 个百
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88,658,979.10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0.10%。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各项主要指标尚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14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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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胡玉彪持有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24,894,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949%；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余晓亮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952,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805%； 公司 5%以上股东林清源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226,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546%。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鉴于公司实行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 ， 公司股份总数变动为

244,181,000 股，胡玉彪计划减持前总持股数量 24,894,000 股不变，持股比例相应调
整为 10.1949%，减持数量仍为不超过 2,437,110 股，减持股份数调整为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0.9981%；余晓亮计划减持前总持股数量 20,952,000 股不变，持股比例相
应调整为 8.5805%，减持数量仍为不超过 3,655,665 股，减持股份数调整为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4971%；林清源计划减持前总持股数量 17,226,000 股不变，持股比例
相应调整为 7.0546%，减持数量仍为不超过 2,437,110 股，减持股份数调整为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0.998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胡玉彪 5%以上第一大股东 24,894,000 10.1949% IPO前取得：24,894,000股

余晓亮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0,952,000 8.5805% IPO前取得：20,952,000股

林清源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7,226,000 7.0546% IPO前取得：17,226,000股

胡建平 5%以上第一大股东 28,278,000 11.5808% IPO前取得：28,278,000股

陈芳 5%以上第一大股东 28,278,000 11.5808% IPO前取得：28,27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
成原因

第一组

胡玉彪 24,894,000 10.1949% 一致行动协议

胡建平 28,278,000 11.5808% 一致行动协议

陈芳 28,278,000 11.5808% 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81,450,000 33.3565% 一致行动协议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胡玉彪 2,437,000 0.9980% 2019/12/11�
～2020/3/9

集中竞
价交易

23.81�
-37.25 68,979,149 22,457,000 9.1969%

余晓亮 1,701,900 0.6970% 2019/12/11�
～2020/3/9

集中竞
价交易

24.15�
-32.74 47,412,558 19,250,100 7.8835%

林清源 1,946,100 0.7970% 2019/12/11�
～2020/3/9

集中竞
价交易

-24.28�
-37.25 56,416,961 15,279,900 6.257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 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股东胡玉彪、林清源、余晓亮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如何

实施本次减持股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0-016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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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66,345,8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创力集团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创力集团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9、2019-07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巨圣投资已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6,36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0%，尚余 11,812,200 股（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未完
成，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6,345,866 10.42% IPO前取得：66,345,86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13,258,434 17.79% 石华辉先生系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巨
圣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第一组

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 66,345,866 10.42% 石华辉先生系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巨
圣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石华辉 14,024,836 2.20% 石华辉先生系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巨
圣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合计 193,629,136 30.41%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 6,365,600 1.00% 2019/9/10～
2019/9/10 集中竞价交易 11.97－12.10 76,483,973.40 已完成 66,345,866 10.4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3/10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8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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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5 日、3 月 6 日、3 月 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2、经公司自查 ,并书面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确
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3、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5 日、3 月 6 日、3 月 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近期外部经营环境和行业政策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用敷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部分产品涉及医用外科口

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防护口罩及日常防护型口罩等。
2018 年度，公司口罩等防护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425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 3.83%；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口罩等防护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188 万元， 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 4.07%，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较小。 近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影响，公司口罩等防护用品需求量有所增加。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5 日、3 月 6 日、3 月 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较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了《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经财务部门初

步测算，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0%到
30%。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同比增加 10%到 20%。

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0-019
债券代码：113555 债券简称：振德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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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交易在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滨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
控制人滨州市国资委核实，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在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公司及时进行了自查，并向第一大股东发函询证，

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滨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滨州市

国资委问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
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医用口罩及防护服的生产许可，尚不具备医用口罩及防护服

的生产条件，也未进行医用口罩及防护服的生产。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公司亦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在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换手率达到 27.64%，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
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了《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 至 3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5 万元，同比下降了 46.86%，盈利水平
下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医用口罩及防护服的生产许可，尚不具备医用口罩及防护服

的生产条件，也未进行医用口罩及防护服的生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事项外，本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448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号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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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元信息”或“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普元金融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元金融”）、全资子公司北京普元智慧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元智慧”），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9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7,643,605.36 元。 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人民币 7,643,605.36 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政府补助内容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拨款单位

1 浦东新区财政发展
扶持资金 193,700.00“十三五”期间浦东新区财政扶持经

济发展的意见（浦府【2017】18号）

上海市张江科
学城建设管理
办公室

2 现代服务业发展财
政扶持资金 2,120,000.00

关于拨付 2019年第九批现代服务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甬保财企
[2019]30号）

宁波保税区（出
口加工区）财政
局

3 稳岗补贴款 111,818.00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优化
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沪人社法〔2018〕
150号）

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4 专利资助费 11,000.00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 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

5 个税手续费返还 100,376.9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控
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6 专利资助费 28,500.00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 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

7 增值税即征即退 638,628.27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8 稳岗补贴款 80,927.66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
市财政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失业保
险稳定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
就发〔2019〕68号）

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9 增值税即征即退 3,587,568.66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10 增值税即征即退 771,085.85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合计 7,643,605.36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 7,643,605.36 元政

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中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
计获得 3,204,023.19 元，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9 日累计获得 4,439,582.17 元。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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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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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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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5 日、

2020 年 3 月 6 日、2020 年 3 月 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3 月 5 日、2020 年 3 月 6 日、2020 年 3 月 9 日连续 3 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 经公司自查，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

化。 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公司在春节后因抗疫物资需求临时增加口罩生产业
务，目前口罩业务占去年营业收入不足 0.3%。考虑到口罩生产的实际目的和产能占
比较小的情况，预计对公司后续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
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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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2020 年 3 月 6 日、2020 年 3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
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880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3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