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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15:00
2、 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董明珠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3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805,965,8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6,015,730,878 股的 46.6438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2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 1,307,578,3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360 %。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814,145,0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567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 315,757,4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89 %。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5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991,820,8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871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5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 991,820,8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871 %。
（四）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793,294,6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84％ ； 反对 2,214,5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9％ ； 弃权 10,456,65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7％。

（二）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793,279,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79％ ； 反对 2,227,9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4％ ； 弃权 10,458,65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7％。

（三）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793,297,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85％ ； 反对 2,209,8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8％ ； 弃权 10,458,65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7％。

（四）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793,257,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71％ ； 反对 2,213,8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9％ ； 弃权 10,494,15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0％。

（五）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31,599,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859％ ； 反对 7,977,50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3％ ； 弃权 166,389,1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33,211,7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86.6649％；反对 7,977,5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6101％； 弃权 166,389,1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725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40,397,5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994％； 反对 132,151,21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97％ ； 弃权 33,417,12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42,010,0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87.3378％；反对 132,151,2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10.1066％； 弃权 33,417,12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55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796,602,8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63％ ； 反对 2,370,6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5％ ； 弃权 6,992,35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98,21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9.2839％；反对 2,370,6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1813％； 弃权 6,992,3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34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48,864,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735％； 反对 350,140,47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784％ ； 弃权 6,961,05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50,476,8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72.6899％；反对 350,140,4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26.7778％； 弃权 6,961,0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32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39,008,2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83％ ； 反对 13,157,02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77％ ； 弃权 6,952,453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7,468,8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8.4621％；反对 13,157,0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62％； 弃权 6,952,4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317％。

该议案的表决过程中，关联股东董明珠、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
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796,800,4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34％ ； 反对 2,188,8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0％ ； 弃权 6,976,55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6％。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邵长富、王振兴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贵部下发

的《关于对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301 号），根
据关注函的要求，对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向贵部做出书面说明如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显示， 你公司有多款游戏将于下半年上线运营。
请结合近年来你公司游戏业务的运营情况、同类游戏收益水平、游戏的上线和运营
进度，量化分析上线运营的游戏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答：
（一）近年公司游戏业务运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2018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收入 30,511.57 37,641.49 -7,129.92 -18.94%

成本 7,221.06 9,029.22 -1,808.16 -20.03%

毛利 23,290.51 28,612.27 -5,321.76 -18.60%

毛利率 76.33% 76.01% - 0.32%

2019 年公司子公司上海骏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骏梦”）继续以
研发和运营为核心，在线手游产品包括《秦时明月》、《霹雳江湖》以及联合开发产品
《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 2019 年上海骏梦未上线新游戏产品，加上原运营游
戏产品进入生命周期下滑期，导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 子公司成都摩奇卡卡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奇卡卡”） 在线手游包括《射雕三部曲》、《大主
宰》、《校花梦工厂》等，游戏产品运营多年且进入生命周期的下滑期，收入和流水均
下滑明显。 综上，公司游戏业务 2019 年收入规模和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

2019 年度公司主要游戏运营数据：
单位：元

游戏名称 季度 用户数量 活跃用户数 付费用户数量 ARPU值 充值流水
游戏 1 一季度 3,494,513 12,170,296 1,092,699 700 764,541,384.00
游戏 1 二季度 1,639,043 12,397,906 626,101 749 468,970,515.00
游戏 1 三季度 1,892,723 9,626,367 601,308 838 504,051,425.00
游戏 1 四季度 1,720,114 8,609,492 506,556 813 411,695,724.00
游戏 2 一季度 69,681 69,681 5,161 199 1,026,047.00
游戏 2 二季度 337,072 348,824 22,975 581 13,347,294.00
游戏 2 三季度 579,625 600,458 40,775 697 28,422,167.00
游戏 2 四季度 558,310 584,015 20,392 1,786 36,420,824.00
游戏 3 一季度 348,107 372,612 34,202 611 20,912,095.00
游戏 3 二季度 368,151 409,688 46,892 893 41,889,020.00
游戏 3 三季度 149,879 185,212 19,141 1,411 27,015,850.00
游戏 3 四季度 100,623 118,925 24,407 751 18,330,264.00
游戏 4 一季度 381,972 655,289 35,824 597 21,398,442.00
游戏 4 二季度 380,408 657,861 34,803 606 21,091,864.00
游戏 4 三季度 331,948 594,516 33,286 638 21,243,270.00
游戏 4 四季度 216,152 482,439 30,544 685 20,926,604.00
游戏 5 一季度 528,409 566,701 46,714 214 9,977,340.00
游戏 5 二季度 401,160 436,875 32,641 183 5,976,793.00
游戏 5 三季度 697,215 741,346 41,969 188 7,874,282.00
游戏 5 四季度 1,111,726 1,151,420 57,168 192 10,957,043.00

（二）2020 年公司游戏运营计划：
公司年内已上线或计划上线运营的三个自研游戏， 分别为《仙境传说 RO:复

兴》、《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梦幻龙族》。
1、《仙境传说 RO:复兴》
《仙境传说 RO:复兴》为 2016 年上线的卡牌游戏，2019 年 5 月游戏研发团队进

行新版本开发，开始更新游戏版本并重新优化游戏数据。2019 年 8 月与新渠道发行
商上海敢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发行协议，2020 年 5 月 15 日开始线上推广。 目

前上线的半个月日均流水 15-20 万元左右。
该游戏原版本 2019 年收入 90 万左右。
2、《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
《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为 2018 年立项研发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

游戏（MMORPG），已于 2019 年与韩国 IP 方 Gravity Co., Ltd 签订海外发行协议，
发行地区为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

该游戏计划发行时间为 2020 年下半年，具体时间需根据发行方 Gravity 的游戏
产品排期及游戏测试结果来确定。游戏测试版本已提交 Gravity 内部测试。根据测试
情况，游戏将有多次的优化过程，最终确定上线时间。

同类游戏为心动网络《仙境传说 RO：守护永恒的爱》，该游戏于 2017 年上线运
营，至今运营地区为中国大陆，港澳台、东南亚、日本、韩国及欧洲等全球国家及地
区。 根据心动网络公开数据，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5 月该款游戏流水收入分
别为 4.68 亿元、6.27 亿元、5.04 亿元。

3、《梦幻龙族》
《梦幻龙族》为 2018 年底立项的放置类卡牌游戏，目前该游戏处于产品的研发

阶段，发行地区及发行方还未确定。 按公司规划，游戏预计 2020 年年底前上线运
营，具体上线时间及地区还需要根据游戏的研发进度、发行商洽谈及测试结果来最
终确定。

鉴于公司研发游戏上线时间的不确定，且运营情况受同品类游戏竞争、地区政
策、经济环境、生命周期、未来的经营情况等影响，游戏实际运营数据存在较大的不
可控因素，难以预计流水。 同时考虑到即使各产品顺利上线，对公司 2020 年收入贡
献仅几个月，公司预计新上线游戏产品对今年整体业绩影响不大。

（三）公司认为必要的提示风险：
1、2019 年公司经营出现较大亏损，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1 亿元，计提各项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8.55 亿元。 提醒投资者注
意公司经营风险。

2、摩奇卡卡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2,356.66 万元，与此前业绩承诺数相差甚
大，游戏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根据公司与摩奇卡卡签署的《现金购买
摩奇卡卡股权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等关于补偿的约定，补偿义务人应按照约定向
公司支付补偿。 由于补偿预案金额较大， 相关补偿义务人存在不能完全履约的风
险。 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鉴于游戏研发、运营等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公司新游戏产品进展具有不可控
性；市场已运营同 IP 下的同类型游戏产品，公司新游戏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存在运
营失败风险；国内游戏行业严监管政策，版号发放节奏放缓，公司新游戏产品国内
发行具有不确定性； 游戏产品存在生命周期风险等。 提醒投资者注意上述游戏研
发、运营等过程中的相关风险。

4、近期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公司业
务进展情况以本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投资者勿以互联网或其他非正式媒
体中发表的不实或猜测信息作为投资依据。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二 . 请你公司在函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基础上， 核实说明未来三个月
内，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可能
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如存在，请说
明相关事项的信息保密工作情况及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情形， 并核实已披露的
公告是否存在需要补充公告的情形。

答：经函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核实公司情况，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事项，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 . 请核实你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回复投资者咨
询等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答：经核实，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回复投资者咨询
等过程中，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5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2351 号），深圳市中装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23 元，共计募集资金 767,250,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 91,218,015.9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76,031,984.01 元。 扣除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70,300,000.00 元（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
及承销费用人民币共计 71,000,000.00 元， 其中 700,000.00 元已于以前年度支付），
余额人民币 696,950,000.00 元已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汇入公司指定帐户，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675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熙龙湾支行、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色家园支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园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科苑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高新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及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
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具体开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对应募集资金项目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横岗支行 4000092829100342346 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项目注 1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熙龙湾支行 39180188000049577 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项目注 1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营业部 73010122001074092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注 1、注 3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金色家园支行 991902113410404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注 1、注

3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
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00027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注 1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皇岗支行 4425010000800000082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 2

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深南支行 8110301012900147967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 2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科
苑支行 79320155100000036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 2

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高新支行 10860000000416339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 2

10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4403040160000153763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 2

注 1：因公司保荐机构更换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1 月，公司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熙龙湾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色家园支
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园支行以及保荐机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http://www.
cninfo.com.cn）：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

注 2： 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 2017 年 3 月注销
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注 3：公司用于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和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2 个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已于 2019 年 6 月注销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
cn）：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

三、本次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对应募集资金项目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
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00027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和延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和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 由于公司不再继续实施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已经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将上述
1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毕。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及保荐机构万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园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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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盐酸贝尼地平变更登记事项《受理通知书》。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盐酸贝尼地平
剂型：原料药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30078
登记号：Y20170002084
注册分类：化药原二类
申请人：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申请分类：补充申请第 7、8 项，即变更工艺及质量标准
受理号：CYHB2060052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贝尼地平是一种新型、长效第三代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与二氢吡啶

类受体结合部位结合，对钙离子通道有高效、特异性的抑制作用。 盐酸贝尼地平不
仅对肌肉型（L 型）钙离子通道有抑制作用，还对电压依赖型 N 型和 T 型钙离子通
道也有抑制作用，是目前唯一对上述三种通道均有作用的钙离子拮抗剂。 另外，盐
酸贝尼地平尚有对细胞膜的高亲和作用、血管选择性作用和肾保护作用，是一种理
想的、安全有效的抗高血压和治疗肾实质性高血压、心绞痛等疾病药物。 1991 年由

日本协和发酵公司在日本首次上市。
2003 年 1 月，国内盐酸贝尼地平原料和片由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2018

年技术转让至山东华素（详见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告 2018-018 号）。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公司开

展了盐酸贝尼地平片的一致性评价研发工作。 此次变更目的:为盐酸贝尼地平片一
致性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垫定基础， 在原有工艺路线基础上进行了工艺优化和质
量标准提高。

2020 年 4 月 30 日， 山东华素向国家局递交了盐酸贝尼地平变更登记资料，并
于 2020 年 05 月 12 日获得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受理通知书》。

截止公告日，盐酸贝尼地平原料药项目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571 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山东华素将积极协助国家药监局进行盐酸贝尼地平变更的审评工作。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 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 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

全。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
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0-04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111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6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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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帆生物”）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帆制药”）业务发展需要，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6 月 1 日与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权
利质押合同》，同意为亿帆制药在浦发银行合肥分行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合计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31,600 万元，担保期限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亿帆制药将根据
后续业务安排，在亿帆生物与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签署的《权利质押合同》额度内签
署具体的相关融资业务合同。

一、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7 日

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额度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公司向各家
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融资，并申请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公司（含授信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之间相互
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或等值外币），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和 2020 年 5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关于公司及控股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及《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3）。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6 年 5 月 23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文山路与繁华大道交口
法定代表人：钱莉苹
注册资本：叁亿叁仟叁佰肆拾肆万贰仟伍佰叁拾陆元整
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医食品、原料、辅料、医药中间体、化妆

品及消毒产品（不含化危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检测、技术服务；医药技术进出口；进口药品分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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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991.11 71,057.83
负债总额 41,311.12 38,890.28
净资产 32,679.99 32,167.55

科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 16.79
利润总额 -612.53 -512.44
净利润 -612.53 -512.44

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合同一：
合同名称：《权利质押合同》
保证人：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债务人：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金额：贰亿壹仟零陆拾万元整
担保范围：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质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质物：亿帆生物于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的存单，贰亿壹仟零陆拾万元整
担保期间：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9 日止，在上述期限内，具体

以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所形成
的债权日期为准。

合同二：
合同名称：《权利质押合同》
保证人：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债务人：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金额：壹亿零伍佰肆拾万元整
担保范围：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质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质物：亿帆生物于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的存单，壹亿零伍佰肆拾万元整
担保期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1 日止，在上述期限内，具体以

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日期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亿帆制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亿帆生物对其融资提供存单
质押担保事项，为其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所需，其经营稳定，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
关规定，不会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
程》相违背的情况。

亿帆制药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预期对外担保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22.26 亿元（含本次），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30.72%，均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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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距
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1,12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 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琴江村太平里 169 号
咨询联系人：林梅、谢文武
咨询电话：0591-2967 3333（转证券部）
传真电话：0591-2879 8333
六、备查文件
1、《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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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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9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
司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就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中小板公
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及下属子公司对
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逐项进行认真细致的核查和分析。 鉴于问询函中问题所涉及
的事项较多、工作量较大，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和完善，补充相应资料。 同时需

年审会计师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为切实稳妥做好问询函回复工作，确
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将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5 日前
回复问询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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