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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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部分现

金的方式收购甘肃金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证券代码：601969）自 2020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
关规定，公司将在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要求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
预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组预案，公司将终止筹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事项并申请复牌。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甘肃金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徽矿业”）
注册资本：88,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27571602961N
法定代表人：刘勇
企业住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柳林镇
成立日期：2011 年 03 月 16 日
经营范围：铅锌多金属矿开采；铅锌多金属矿详查；铅锌矿产品选矿、加工、销

售；有色金属贸易；共、伴生金银等稀贵金属及其副产品的开发、加工和贸易；矿产
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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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亚特”）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277623884943
法定代表人：李明
企业住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建新路
成立日期：2004 年 08 月 16 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咨询（不含中介）；有色金属开发和销售；矿山、冶金建筑

专用设备销售；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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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铭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铭国际”）
注册资本：1 万元港币
企业类型：香港注册公司
注册编号：2457243
法定代表人：周小东
企业住所：Room� 1238,� Profit� Industrial� Building,� 1-15� Kwai� Fung� Crescen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28 日
（3）徽县奥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亚实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2779488883XG
法定代表人：周军梅
企业住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建新路金徽商业广场
成立日期：2007 年 02 月 05 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家具、金属材料、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及易制毒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批发零售；包装材
料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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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甘肃绿色矿产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甘肃绿矿”）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MA72DU389R
执行事务合伙人：甘肃金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 2 楼西侧
成立日期：2018 年 09 月 04 日
经营范围：以本企业私募基金开展矿产企业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矿

产企业管理、矿产企业发展顾问、矿产企业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5）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改院”）
注册资本：1,08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84020950Y
法定代表人：雷明锦
企业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四街 1 号
成立日期：1993 年 0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开展改革发展学术与政策研究、咨询和研讨；承担政府和相关机构政

策咨询课题；举办与改革发展相关的教育培训；销售改革发展成果书籍；提供相关
信息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酒店管理；会议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电脑图
文设计、打字、复印服务；社会经济咨询；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数字内容服务；软件开发；科技中介服务。

（6）李雄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62************1451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退休
无控制企业
上述交易对方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部分现金的方式收购金徽矿业 100%股权， 同时向

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投资意向书》，约定公司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部分现金的方式购买甘肃亚特等六名股东合计持有的金徽矿业 100%股
权， 最终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
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
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确定。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

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停牌申请
2、有关本次交易的《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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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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离任高级管理人员陈颖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231,0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陈颖女士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最高不超过 41,26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89%。

陈颖女士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计划项下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若因
公司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需要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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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颖 其他股东：离任高级管
理人员 231,050 0.162% IPO前取得：231,0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陈颖 22,000 0.0154% 2020/4/24～
2020/5/14 27.21-30.30 2019年 10月 26

日

高岷 14,000 0.0098% 2020/1/7～
2020/2/3 44.00-44.00 2019年 11月 30

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颖 不 超 过 ：
41,262股

不超过：
0.0289%

竞价交易减
持，不超过：
41,262股

2020/6/23～
2020/12/20

按市 场
价格

IPO 前 取
得 股 份 ：
231,050股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陈颖女士在公司首发上市前签署了《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关于股份减持的

补充承诺》，相关内容如下：
1、本人减持股份行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并严格履行

相关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
法方式：（1）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爱婴室股份总数的 1%；（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爱婴室股份总数的 2%；（3）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的，单个股权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爱婴室股份总数的 5%。

2、本人拟减持爱婴室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爱婴室并予以公告（本人
持有爱婴室股份比例低于 5%以下时除外），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备案。

3、 本次公司股票上市后， 本人在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爱婴室股份总数的 25%；（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本人所持爱婴室股份；（3）《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爱婴室股票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爱婴
室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四、本次公司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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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陈颖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一)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
否

(二)其他风险提示：无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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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离任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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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22 元
每股转增股份 0.4 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20/6/5 － 2020/6/8 2020/6/9 2020/6/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74,16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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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5,200 元，转增 69,664,0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243,824,000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20/6/5 － 2020/6/8 2020/6/9 2020/6/8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 公

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2
元。 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98 元。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98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8 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2 元。
（6） 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

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6,633,248 26,653,299 93,286,54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07,526,752 43,010,701 150,537,453

1、 A股 107,526,752 43,010,701 150,537,453

三、股份总数 174,160,000 69,664,000 243,824,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243,824,000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

益为 0.38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众源新材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3-5312330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2 日

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0-030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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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江苏省常州市滨江经济开发区绿色安全发展规划建设的需要， 彤程新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常京化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常京化学”）自愿关闭搬迁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金龙路 56 号的企业。
常京化学拟与常州市正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署《关闭搬迁协议书》（以下简称“关
闭搬迁协议”）。

●本次关闭搬迁协议涉及的补偿款和政策激励金合计为 40,549,980 元。
●本次关闭搬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常京化学尚未收到上述款项。 经初步测算，上述关

闭搬迁补偿事项预计对公司本年度收益影响不超过 500 万元，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搬迁工
作的进展情况对上述款项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具体金额最终以经审计确认的数据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江苏省常州市滨江经济开发区绿色安全发展规划建设的需要， 常京化学

自愿关闭搬迁位于滨江化工园区内的企业， 由常州市正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常
京化学坐落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金龙路 56 号的工厂土地、房屋、设备设施等进
行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在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基础上，常京化学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与
常州市正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关闭搬迁协议书》，本次搬迁事项常京化学
将获得的补偿款和政策激励金合计为 40,549,980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
署未达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权限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常州市正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公司、常京化学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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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闭搬迁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常州市正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乙方：常州常京化学有限公司
（二）土地房屋情况
乙方所有坐落于新北区春江镇金龙路 56 号的土地房屋，土地性质：国有出让；

房产性质：私有；土地用途：工业；建筑面积：7,645.16 平方米；占地面积：19,335 平
方米。

（三）补偿情况
补偿和政策激励金合计：40,549,980 元
（四）付款方式
根据乙方履行本协议的进程，由甲方分期支付相应比例款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闭搬迁的常京化学为公司的子公司， 所涉及的设备设施和建筑物为生

产经营场所，公司已经妥善安排相关产能转移事项，本次搬迁事项能促进企业集约
化生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闭搬迁协议，补偿款和政策激励金为人民币 40,549,980 元，款项将分批
到账。截至本公告日，常京化学尚未收到上述款项。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上述关
闭搬迁补偿事项预计对公司本年度收益影响不超过 500 万元， 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收益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搬迁工作的
进展情况对上述款项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具体金额以最终经审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股票代码：603650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20-017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关闭搬迁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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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宏辉果蔬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69 号）核准，宏辉
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332 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3,200 万元，公司 33,200 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辉转债”，
债券代码“11356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俊辉先生、实际控制人郑幼文女
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校先生、黄庄泽先生共计配售宏辉转债 2,000,690 张，占发行
总量的 60.26%；其中黄俊辉先生认购 1,798,450 张，占发行总量的 54.17%；郑幼文
女士认购 186,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5.60%；陈校先生认购 9,960 张，占发行总量的
0.30%；黄庄泽先生认购 6,280 张，占发行总量的 0.19%。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控股股东黄俊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校先生、黄庄泽
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宏辉转债 333,370 张， 占发行总量的
10.0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

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公司控股股东黄俊辉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黄庄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宏辉转债 332,000 张，占发
行总量的 1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4）。
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公司控股股东黄俊辉先生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宏辉转债 332,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 公司控股股东黄俊辉先生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宏辉转债 332,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接到股东黄俊辉先生的通知，2020 年 5 月 26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股东黄俊辉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宏辉转债
332,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减持前持有数量
（张）

减持前占发行
总量比例（%） 减持数量（张） 减持后持有数量

（张）
减持后占发行
总量比例（%）

黄俊辉 485,320 14.62 332,000 153,320 4.62
郑幼文 186,000 5.60 0 186,000 5.60
合计 671,320 20.22 332,000 339,320 10.22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可能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

造成。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0-076
债券代码：113565 债券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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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234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
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 能否获得核
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19 证券简称：湘油泵 公告编号：2020-023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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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获悉，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 （“何济公药厂”）和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星群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星群药业”）、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广州汉方”）、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光华药业”）于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氯霉素眼膏等 24 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药品生产企业 剂型 规格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分
类 药品标准 药品有效期 受理号 批件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

效日期

1 氯霉素眼膏 何济公药厂 眼膏剂 1% 国药准字
H44023094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60个月 CYHZ1902823粤 2020R003464 2025-04-15

2 复方鼻炎膏 何济公药厂 软膏剂 每支装 10g（含盐
酸麻黄碱 50mg）

国药准字
Z44022062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三册

@WS3-B-2581-97 24个月 CYZZ1902095粤 2020R003466 2025-04-15

3 联苯苄唑乳膏 何济公药厂 乳膏剂 10g：0.1g 国药准字
H10960225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196粤 2020R003468 2025-04-15

4 盐酸萘甲唑林滴
鼻液 何济公药厂 滴鼻剂 10ml：5mg 国药准字

H20063366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18个月 CYHZ1906687粤 2020R003470 2025-04-15

5 益肾灵颗粒 星群药业 颗粒剂 每袋装 20g 国药准字
Z44022262 中药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18个月 CYZZ2003489粤 2020R004182 2025-05-06

6 活络酊 星群药业 酊剂 每瓶装
100ml,150ml

国药准字
Z44023742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九册

WS3-B-3630-98 18个月 CYZZ2003490粤 2020R004016 2025-05-05

7 酒石酸长春瑞滨 广州汉方 原料药 ——— 国药准字
H20113485

化学药
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
YBH04672011 24个月 CYHZ1901131粤 2020R004277 2025-05-08

8 曲克芦丁片 光华药业 片剂 60mg 国药准字
H44024263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暂定 24个

月 CYHZ1903069粤 2020R004178 2025-05-06

9 盐酸左旋咪唑肠
溶片 光华药业 片剂（肠溶） 25mg 国药准字

H44020141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19粤 2020R004407 2025-05-12

10 盐酸左旋咪唑片 光华药业 片剂 25mg 国药准字
H44020143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24粤 2020R004406 2025-05-12

11 盐酸左旋咪唑片 光华药业 片剂 50mg 国药准字
H44020142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23粤 2020R004400 2025-05-12

12 双羟萘酸噻嘧啶
片 光华药业 片剂 0.3g 国药准字

H44020034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12粤 2020R004405 2025-05-12

13 复方磺胺嘧啶片 光华药业 片剂 磺胺嘧啶 0.1g，甲
氧芐啶 20mg

国药准字
H44024896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36个月 CYHZ1904302粤 2020R004404 2025-05-12

14 盖胃平片 光华药业 片剂 复方 国药准字
H44020986

化学药
品

部颁标准化学药品及制剂第一册
WS1-210-87-89 24个月 CYHZ1906079粤 2020R004399 2025-05-12

15 磷酸苯丙哌林片 光华药业 片剂 26.4mg（相当于苯
丙哌林 20mg）

国药准字
H44023223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6086粤 2020R004403 2025-05-12

16 氢溴酸东莨菪碱
片 光华药业 片剂 0.3mg 国药准字

H44020373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6088粤 2020R004402 2025-05-12

17 克霉唑片 光华药业 片剂 0.25g 国药准字
H44023710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199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6084粤 2020R004401 2025-05-12

18 磷酸哌嗪片 光华药业 片剂 0.2g 国药准字
H44020991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05粤 2020R004470 2025-05-14

19 维生素 E 烟酸
酯胶囊 光华药业 胶囊剂 0.1g 国药准字

H44024266
化学药
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准上升国家药品标
准第四册 WS-10001-(HD-0380)

-2002

暂定 24个
月 CYHZ1906093粤 2020R004476 2025-05-14

20 达那唑胶囊 光华药业 胶囊剂 0.1g 国药准字
H44020421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6078粤 2020R004474 2025-05-14

21 葡醛内酯片 光华药业 片剂 50mg 国药准字
H44020117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199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09粤 2020R004475 2025-05-14

22 穿心莲片 光华药业 片剂 每片含穿心莲干
浸膏 0.105g

国药准字
Z44020195 中药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24个月 CYZZ1903054粤 2020R004473 2025-05-14

23 马来酸氯苯那敏
片 光华药业 片剂 4mg 国药准字

H44020025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6087粤 2020R004472 2025-05-14

24 泛酸钙片 光华药业 片剂 10mg 国药准字
H44020020

化学药
品 《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4300粤 2020R004471 2025-05-14

二、药品其他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是否独家产
品

2019年是否生
产

2019年销售额
（人民币万元） 其他主要生产企业 2019年国内城市零售药店销售额 功能主治（适用症）

1 氯霉素眼膏 否 否 0.00 共有 16个批准文号。
用于治疗由大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克雷伯菌属、金黄色葡
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和其他敏感菌所致的结膜炎、角膜炎、
眼睑缘炎、沙眼等。

2 复方鼻炎膏 否 否 0.00 共有 2个批准文号。 消炎，通窍。 用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及鼻窦炎。
3 联苯苄唑乳膏 否 否 0.00 共有 37个批准文号。 本品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4 盐酸萘甲唑林滴

鼻液 否 否 0.00 共有 5个批准文号。 伤风过敏性鼻炎、炎症性鼻充血、急慢性鼻炎。

5 益肾灵颗粒 否 否 0.00 共有 64个批准文号。 其中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41
万元。

温阳补肾。 用于肾气亏虚，阳气不足所致的阳痿，早泄，遗精
或弱精症。

6 活络酊 否 否 0.00 共有 2个批准文号。 舒筋祛寒，活血止痛。 用于筋骨痛，急性扭伤，肌肉疼痛及风
湿痛，肝区疼痛等症。

7 酒石酸长春瑞滨 否 是 213.27 共有 8个批准文号。 ———
8 曲克芦丁片 否 否 0.00 共有 238个批准文号。 其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额为人民币 1,481万元。 用于闭塞综合征、血栓性静脉炎、毛细血管出血等。

9 盐酸左旋咪唑肠
溶片 否 否 0.00 共有 3个批准文号。

对蛔虫、钩虫、蛲虫和粪类圆线虫病有较好疗效。 由于本品单
剂量有效率较高，故适于集体治疗。 对班氏丝虫、马来丝虫和
盘尾丝虫成虫及微丝蚴的活性较乙胺嗪为高， 但远期疗效较
差。

10 盐酸左旋咪唑片
（25mg） 否 否 0.00

共有 162个批准文号。

对蛔虫、钩虫、蛲虫和粪类圆线虫病有较好疗效。 由于本品单
剂量有效率较高，故适于集体治疗。 对班氏丝虫、马来丝虫和
盘尾丝虫成虫及微丝蚴的活性较乙胺嗪为高， 但远期疗效较
差。11 盐酸左旋咪唑片

（50mg） 否 否 0.00

12 双羟萘酸噻嘧啶
片 否 否 0.00 共有 27个批准文号。 用于蛔虫病，蛲虫病。

13 复方磺胺嘧啶片 否 否 0.00 共有 82个批准文号。

近年来由于许多临床常见病原菌对本品耐药， 故治疗细菌感
染需参考药敏试验结果， 复方磺胺嘧啶的主要适应症为敏感
菌株所致的下列感染。（1）大肠埃希杆菌、克雷伯菌属、肠杆菌
属、奇异变形杆菌、普通变形杆菌和莫根菌属敏感菌株所致的
尿路感染。（2） 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的急性中耳
炎。（3）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的成人慢性支气管炎
急性发作。

14 盖胃平片 否 否 0.00 共有 46个批准文号。 用于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胃灼热（烧心）及慢性胃炎。
15 磷酸苯丙哌林片 否 否 0.00 共有 151个批准文号。 用于治疗急、慢性支气管炎及各种刺激引起的咳嗽。
16 氢溴酸东莨菪碱

片 否 否 0.00 共有 4个批准文号。 用于麻醉前给药，震颤麻痹，晕动病，躁狂性精神病，胃肠胆肾
平滑肌痉挛，胃酸分泌过多，感染性休克，有机磷农药中毒。

17 克霉唑片 否 否 0.00 共有 18 个批准文号。 其中浙江圣博康药业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6,649万元。

预防和治疗免疫抑制病人口腔和食管念珠菌感染， 但由于本
品口服吸收差，治疗深部真菌感染疗效差，不良反应又多见，
现已很少应用，仅作局部用药。

18 磷酸哌嗪片 否 否 0.00 共有 61个批准文号。 用于蛔虫和蛲虫感染。
19 维生素 E 烟酸酯

胶囊 否 否 0.00 共有 59个批准文号。 其中多多药业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31万元。 用于高血脂症及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

20 达那唑胶囊 否 否 0.00 共有 9个批准文号。 其中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4
万元。

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也可用于治疗纤维囊性乳腺病、
自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系统性红班狼
疮、男子女性型乳房、青春期性早熟。

21 葡醛内酯片 否 否 0.00 共有 189 个批准文号。 其中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64万元。 用于急慢性肝炎的辅助治疗。

22 穿心莲片 否 否 0.00 共有 358 个批准文号。 其中广西嘉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344万元。

清热解毒，凉血消肿。 用于邪毒内盛，感冒发热，咽喉肿痛，口
舌生疮。

23 马来酸氯苯那敏
片 否 否 0.00 共有 318个批准文号。

本品适用于皮肤过敏症：荨麻疹、湿疹、皮炎、药疹、皮肤瘙痒
症、神经性皮炎、虫咬症、日光性皮炎。 也可用于过敏性鼻炎、
血管舒缩性鼻炎、药物及食物过敏。

24 泛酸钙片 否 否 0.00 共有 6个批准文号。 用于预防和治疗泛酸缺乏症或维生素 B 族物质缺乏时的辅
助治疗。

注：1.以上批准文号资料来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资料；
2.以上表格中，何济公药厂、星群药业、广州汉方和光华药业的销售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料；
3.其他主要生产企业的销售数据来源为米内网；
4.除上述已披露的资料外，公司无法从其他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相关药品的生产或销售数据。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 / 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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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