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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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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
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2,000 万元(含 62,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
及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
内可以滚动使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赎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型理财产品，收回本
金人民币 4,000.00 万元整，取得收益 147,178.08 元。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办理了“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起息日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
产品

“薪加薪 16号”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业务
4,000.00 1.5%或 3.95% 2020年 2月 18日

到期日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收益金额（元）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2020年 3月
23日 34天 保本浮动收益 无 147,178.08 否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万元）

1 银行理财产品 27,000.00 27,000.00 6,281,753.42 -
2 银行理财产品 10,500.00 10,500.00 1,123,960.27 -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2,326,575.34 -
4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0 1,300.00 39,747.95 -
5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00 13,000.00 518,005.48 -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321,780.82 -
7 银行理财产品 23,400.00 23,400.00 4,174,816.44 -
8 银行理财产品 1,600.00 1,600.00 285,457.53 -
9 银行理财产品 11,000.00 11,000.00 406,789.04 -
10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51,780.82 -
11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0 8,000.00 875,134.25 -

1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380,000.00 -
1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72,986.30 -
1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586,630.14 -
15 银行理财产品 1,600.00 1,600.00 155,265.75 -
1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2,011,397.26 -
1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0 2,500.00 73,972.60 -
18 券商理财产品 900.00 900.00 9,552.33 -
19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497,383.56 -
20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530,410.96 -
21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7,000.00 276,739.73 -
2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3,060,821.92 -
23 券商理财产品 900.00 900.00 5,100.41 -
24 券商理财产品 900.00 900.00 4,815.62 -
2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91,726.03 -
26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 700.00 28,427.78 -
27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430,290.41 -
2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500.00 1,069.44 -
29 银行理财产品 2,400.00 2,400.00 119,046.58 -
30 银行理财产品 1,700.00 150.00 2,268.491 1,550.00
31 银行理财产品 18,500.00 18,500.00 - 18,500.00
3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 5,000.00
3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0,434.19 -
34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147,178.08 -
3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 - 10,000.00
3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 - 20,000.00
3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 - 1,000.00

合计 264,900.00 208,850.00 25,921,318.94 56,0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90,500.00万元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53.84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4.3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6,050.00万元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5,950.00万元
总理财额度 92,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1 该笔理财收益 2,268.49 元人民币系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赎回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办理的步步生金 8688� 号保本理财计划部分
金额 150.00 万元的收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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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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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和北

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壹号”）为一致行动
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普润平方持有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88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235%，普润
平方壹号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700,000 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6.1574%。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披露了《江苏鼎胜新
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6），普润平方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2,575,000 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5938%。 普润平方壹号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3,336,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769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普润平方和普润平方壹号减持计划的合计减持时间已过
半， 普润平方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2,572,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33%。 普润平方壹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1,543,97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3561%。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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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润平方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66,880,000 15.4235% IPO前取得：66,880,000股

普润平方壹号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6,700,000 6.1574% IPO前取得：26,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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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润平方 66,880,000 15.4235% 同一普通合伙人

普润平方壹号 26,700,000 6.1574% 同一普通合伙人

合计 93,580,000 21.5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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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润平方 2,572,900 0.5933%
2019/12/25�
～
2019/12/26

集中竞价交
易

15.52�
-17.16

41,996,8
48

64,307,
100

14.830
1%

普润平方壹号 1,543,971 0.3561%
2019/12/26�
～
2019/12/27

集中竞价交
易

17.00�
-18.53

27,100,8
20

25,156.
029

5.8013
%

注：①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公司减持前和减持后总股本
按照以最近公告日（2020 年 1 月 3 日）披露的总股本 433,624,323 股计算。

②可转债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30,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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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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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的。 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在减持实施期间内，普润平方和普润平方壹号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
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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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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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国金天吉减持股份计划届满暨实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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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国金天吉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

金天吉”）持有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3,648,459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90%。 上述股份全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
分股份已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金天吉
持有公司股份 7,608,4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金天吉减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已届满，期间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 16,0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 8,02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0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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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金天吉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3,648,459 5.90% IPO前取得：23,648,459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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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金天
吉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

16,040,0
00 4%

2019/9/2
4～
2020/3/2
2

集中竞
价交易、
大宗交
易

14.92－
20.25

261,236,13
4.84

未完成：
7,608,459
股

7,608,45
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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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3/23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0-029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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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康德莱”）于近日取得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浙药监许予字 202003098 号），同意浙江康德莱生产范围
以及生产产品的变更。本次变更涉及《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医疗器械生产产品
登记表》，《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登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许可证编号 浙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00054号 浙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00054号

企业名称 浙江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勇 张勇

企业负责人 张勇 张勇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滨海工业园区滨海五
道 758号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滨海工业园区滨海五
道 758号

生产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滨海工业园区滨海五
道 758号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滨海工业园区滨海五
道 758号

生产范围

第二、三类 6815注射穿刺器械；第三类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第二类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14-02血
管内输液器械；10-02血液分离、处理、贮
存器具，14-01注射、穿刺器械，22-11采
样设备和器具，17-04口腔治疗器具

第二、三类 6815注射穿刺器械；第三类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第二类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Ⅱ类：
14-01-注射、穿刺器械，14-02-血管内
输液器械，17-04-口腔治疗器具；Ⅲ类：
10-02-血液分离、处理、贮存器具，
14-01-注射、穿刺器械，14-02-血管内
输液器械，22-11-采样设备和器具，
08-02-麻醉器械

发证部门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限 至 2020年 3月 29日 至 2024年 10月 09日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165 证券简称：荣晟环保 公告编号：2020-019
债券代码：113541 债券简称：荣晟转债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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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晟环保”或“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 2,000 万元（含 2,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以内，该笔资金额
度内可滚动使用。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宜。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荣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晟实业”）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1,500 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汇率挂钩）产品，到期日为 2020 年 3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结构性存
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赎回该理财产品， 收回本金人民币 1,500 万元，并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142,109.59 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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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1,700.00 1,700.00 29.41
2 银行理财产品 1,870.00 1,870.00 6.19
3 银行理财产品 890.00 890.00 11.37
4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14.21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500.00

合计 6,460.00 5,960.00 61.18 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87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5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2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
注： 上表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指 2018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3351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0-022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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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了公
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
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
总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鉴于上述授权期限即将到期，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
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披露的《南京威尔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4）。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部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20� 年 2� 月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购

买了结构性存款，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公司现已到期赎回上述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
种类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 金

额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实际
收益

平安银
行南京
分行河
西支行

结构
性
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

利率）
/TGG20000279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4,600 2020-2
-19

2020-03
-20 4,600 3.30% 12.48

二、截至目前，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受托单位 实际投①

入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②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26,800 6,100 774.21 20,700

2 券商理财产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 3,000 40.11 2,000

合计 27,300 4,600 814.32 22,7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7,3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44.4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7.2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2,7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300

总理财额度③ 30,000

注①：上表中的实际投入金额的明细项为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单日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各类理财产品的对应最高余额，合计项为最近 12 个月内所有产品类型
的单日最高投入金额（即单日新增投入金额与尚在存续期内的单日最高理财余
额），因上述期间内存在各类型理财产品投入额度调整的情况，故不一定等同明细
项金额之和；

注②：“实际收益”为最近 12 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累计到期
收益。

注③：“总理财额度” 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0-008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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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前董事陶昌梅女

士(2018 年 4 月辞职)，持有本公司股份 5,610,08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2%。 该
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以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披露了《众源新材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陶昌梅女士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 724,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59%， 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的
50%，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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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昌梅 其他股东：离
职董事 5,610,080 3.22% IPO前取得：4,007,2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02,88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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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昌梅 724,400 0.4159%
2020/3/18�
～
2020/3/20

集中竞价交
易

14.17�
-14.63

10,450,3
50.80

4,885,6
80

2.8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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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是陶昌梅女士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内，陶

昌梅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 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
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是陶昌梅女士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

内，陶昌梅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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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昌梅女士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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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
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617 证券简称：君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5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决议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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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因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工作疏忽，导致上述
公告部分内容有误，现就公告中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君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03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03 月 19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X 人，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X 人。 公司董
事长张阿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了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董事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更正后：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君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03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03 月 19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3 人，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6 人。 公司董事
长张阿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7）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
及相关人员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0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0-018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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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方式，在线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利润分

配预案已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决定召开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说明会，对 2019 年度经营情况、现金分
红方案等相关事宜进行沟通说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 e 互动”平台（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通过网络方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蔡劲军先生、董事会秘书陈

世宗先生、财务总监周焕椿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本公司欢迎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方式预先提

出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2.投资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谢妙娟
电话：0595-22353679
传真：0595-22353679
邮箱：xiemj@torch.cn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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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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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11 月 4 日，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5,000 万元至 3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披露了《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广州
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12 月 11 日及 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4 日、2 月 5 日、3 月 2 日披露了《广州好莱
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9,312,58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079%，购买的最高价为 18.20 元 / 股，最低价为 13.70
元 / 股，支付的金额为 138,123,901.20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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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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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 会 、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北 京 市 税 务 局 联 合 颁 发 的 编 号 为
GR201911004260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有效期三
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起连续三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 即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 2019 年已根据相关规定
按照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财务核算， 因此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