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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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SHEMAR� POWER� PTE.� LTD.（拟定名，最终以当地主管部

门核准为准）
● 投资金额：500 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属于境外投资，尚需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许可，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2、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

经营管理等风险，存在预期收益等不确定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加快国际化发展战略布

局，强化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更好更快融入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服务全球客户，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人民币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SHEMAR�
POWER� PTE.� LTD.”。

2、2020 年 5 月 27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

3、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英文名称：SHEMAR� POWER� PTE.� LTD.
中文名称：神马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加坡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橡胶密封件），空心、支柱、线路绝缘子及套管，输电杆塔

及横担，输电导线，干式绝缘管型母线，电缆附件，变电构支架，气体绝缘管道母线，
盆式绝缘子，绝缘子辅助伞裙，输变（配）电设备及其零件的销售；机械模具、配件的
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支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营以上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投融资。

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子公司 100%的股权
上述信息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内容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 是公司基于未来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布

局，新加坡子公司设立运营，可以实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的本土化运营。 公司将凭借新加坡子公司地理位置优势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如参加
产品展会、客商洽谈等，更好地开拓市场与服务客户。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对外投资使用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
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公司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属于境外投资，尚需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许可，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2、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首次在境外设立子公司，设立后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将面

临境外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商业环境和法律法规等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公司管
理团队将审慎运作，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团队积极防范和降低可能面对的风险，推动
公司整体战略实现。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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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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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会议规则》”）的规定，受托
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召集的“16 春秋 0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
召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00-10:30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 528 号二号楼

（四）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通讯投票结合的方式
（五）债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1 日（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16 春秋 01”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二、会议出席情况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或“16 春秋 01”）未偿还总张数为 1,922,000 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张），出席本
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 0 张，占公司
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0%。

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公司委派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现场投票和通讯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关于终止实

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具体议案内容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春秋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 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0%；反对票 0 张，占本期未
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0%； 弃权票 0 张， 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
的 0%。

根据《会议规则》，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债
券未达到本期未偿还的债券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本次会议未能形成有效决议。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王元、张璇
3、结论性意见：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及《会议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议案未能形成有效决
议。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2、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6 春秋 0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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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6 春秋 0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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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以现场、视频加电话方式召
开。 现场会议设在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1 层会议室。 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施华
先生、廖航女士因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参会 ,高利先生、何亚刚先生现场参会，汪辉
文先生、胡滨先生、叶林先生、李明高先生、吕文栋先生因工作原因以电话方式参

会），公司 3 名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考核结果的议案》
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相应程序

对包括合规总监在内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业绩考核和素质考核， 考核结果
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董事会确认了对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的考
核结果。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绩效奖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既定的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并基于 2019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结果，拟定了高级
管理人员 2019 年度绩效奖金分配方案，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董事会确
定了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的绩效奖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确定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
绩效奖金的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

管理办法》的规定；2019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奖金的确定程序和结果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行业特点，奖金递延方案的制定符合《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的要
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绩效奖金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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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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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召开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

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及时、足
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振德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66）。

2020 年 5 月 6 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中的 2,000 万元

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及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2020 年 5 月 27 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中的 5,000 万元
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及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其余 4,000 万元将在

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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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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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软件大道 89 号软件园 13 号楼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
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由董事长严孟宇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
际出席会议董事 8 名， 其中董事李军及独立董事齐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本次会
议，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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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西安西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点信息”）已满足原投资协议约

定的考核目标，公司将按照约定以 1 元 / 股的价格对西点信息追加投资，新增认缴
注册资本 285 万元，并在认缴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实缴 200
万元。 西点信息其余股东放弃同比例增资的权利。 本次增资后，西点信息注册资本
由 1,390 万元增加至 1,675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900 万元增加至 1,185 万元，持
股比例由 64.74%增加至 70.75%。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383 证券简称：顶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0-027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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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实施完毕。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24,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79,200,000 元，转增
89,600,0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313,600,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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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
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增加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质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383763383
名称：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阿勒泰路蜘蛛山巷 179 号

楼兰新城 25 栋 1 层商铺 2
法定代表人：张蜀
注册资本：叁亿壹仟叁佰陆拾万圆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 年 06 月 13 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06 月 1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天然气（未经许可的危险化学品不得经营）。 对城市供热行业的投

资；燃气具、建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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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393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0-028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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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玉友先生持有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48,858,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24.27%；本次股份质押后，方玉友先生累计质
押股份 19,12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3%，占公司总股本的 9.50%。

●方玉友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
内。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方玉友先生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
等措施应对风险。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方玉友先生的通知， 获悉
方玉友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方玉
友 否 2,850,00

0
IPO限售

股 否 2020-0
5-27

2021-0
5-27

国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5.83% 1.42% 个人投资需求

二、 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玉友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累
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方玉友 48,858,00
0

24.27
%

16,270,0
00

19,120,0
00

39.13
% 9.50% 19,120,00

0 0 29,738,0
00 0

方玉友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
内。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方玉友先生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
等措施应对风险。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0-029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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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监事会主

席张德峰先生持有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盘，公司股东、监事会主席张
德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044,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43%。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了张德峰先生发来的
《关于减持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实施结果说明》。 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盘，张德峰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55,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9557%；以上
减持股份全部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减持期间没有实施大宗交易。 本次减
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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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峰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000,000 5.00% IPO前取得：5,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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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峰 955,700 0.9557
%

2020/5/19
～

2020/5/28

集中
竞价
交易

21.90－
23.48

21,469,8
24 已完成 4,044,30

0 4.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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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5/29

证券代码：603629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4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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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基本情况
因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金股份”或“公司”）业务发展调整，

为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降低经营成本，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注销全资子公司江苏甬
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事项已于近日办理完毕，并获得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无锡市新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二、注销公司基本情况
被注销公司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甬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9月 1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1QEQWA5D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薛典北路 82号 B3-084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及销售、建筑装潢材料（不含油漆和涂料）、通用机
械及配件、五金、电器机械及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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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经天健事务
所审计）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度

总资产（元） 10,111,063.80 11,258,591.06
净资产（元） 10,052,619.73 10,181,476.12

营业收入（元） 26,357,393.23 35,902,947.69
净利润（元） -128,856.39 234,070.65

三、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整体工作开展的基础上，公司从整体经营规划和战略出发，对现

有资源进行整合。 本次注销有利于公司精简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管
理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本次注销完成后江苏甬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
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四、备查文件
《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995 证券简称：甬金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0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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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锦先生持有公司流通 A 股份 123,766,2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公司控

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本次股份质押后，俞锦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58,050,000 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6.90%，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6.99%，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

一、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公司股东、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俞锦先生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俞锦 否 8,700,000 否 否 2020-5-2
7

2021-4-2
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
分行

7.03% 0.35% 提供
担保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锦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
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
质押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俞锦 123,766,253 5.00
% 49,350,000 58,050,000 46.90% 2.35% 0 0 0 0

二、俞锦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质押数量及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因市场
原因可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时，其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且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影
响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稳定性等。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2020-05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质押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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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
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396,079,1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26%。 本次解除质押和再质押后，当代科技质押公司股份数
量为 316,758,763 股（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9.97%，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0%。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接到控股股东当代科技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
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的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当代科技
本次解质股份（股） 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6
解质时间 2020年 5月 27日
持股数量（股） 396,079,114
持股比例（%） 29.2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07,758,7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7.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73

当代科技同日将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再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详细情况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当 代
科技 是 9,000,000 否 否

2020 年
5 月 27
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之日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行

2.27 0.66 补充流
动资金

2、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
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当代
科技 396,079,114 29.26 316,758,763 316,758,763 79.97 23.40 49,018,276 0 18,636,964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当代科技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4,05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2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9%，对应融资余额为 40,5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
（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0,464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6.42%，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7.73%，对应融资余额 74,200 万元。

当代科技本次办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融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
益等。 目前当代科技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截止目前不存在偿债
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

务。
四、风险应对措施
当代科技质押股权是为融资提供担保， 暂未发现到期资金偿还能力方面存在

重大风险。 当代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平仓风险，当代科技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 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并及时告知上市公
司。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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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为优化全资子公司厦门金屿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金屿”）的资产及
经营结构，增强其资金实力，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 4,200 万元人民币对厦门金屿进行增资。 增资后，厦门金屿的注册资本
由 2,8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7,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厦门金屿
100%股权。

本次增资事项在总经理决策权限内，已向董事会报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对厦门金屿进行增资，旨在优化厦门金屿的资产及经营结构，增强其
资金实力，提升其综合竞争力，以满足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求，符合公司的长期
规划和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

截止公告日，厦门金屿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厦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厦门金屿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78269038B
类型：法人商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水仙路 33 号第 11 层 B 单元
法定代表人：雷朝华
注册资本：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8 年 10 月 27 日
营业期限：自 2008 年 10 月 27 日至 2038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饲料批发；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贸
易代理。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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