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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天诚、莱
士中国、

郑跃文、
黄凯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1、本承诺人单独控制的及 /或本承诺人作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其他公司及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目前均未以任何形
式从事与上海莱士、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单独控制的及 /或本承诺人作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相关企业，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或
参与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给予该等业务或活动任何
支持。

3、除前述承诺之外，本承诺人进一步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
1）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2）将不利用上海莱士股东的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权益的活动。
3）如本承诺人及相关企业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的，本承诺人及相关企业将立即通知上海莱士，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
4）如上海莱士认定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投资或者控制的相关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本

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投资或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进行减持直至全部转让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如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上海莱士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本承诺人对因违反上述承诺及保证而给上海莱士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承诺人确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承诺函及承诺函项下之承诺均不可撤销；如法律另有规定，造成上述承诺

及保证部分内容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影响本承诺人在承诺函项下其它承诺及保证的效力。

2019年 03月
25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基立福

1、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时或之前，本公司将终止其与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现有商业协议，并指定上市公司为本公司产
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承诺函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境内生物科学和诊断领
域的独家经销商。

2、除前述承诺之外，本公司进一步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不利用从上市公司了解或者知悉的内幕信息，在中国境内从事与上市公
司的主营业务中涉及生物科学和诊断领域存在实质性或潜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活动。

2019年 03月
25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科瑞天诚、莱
士中国、

郑跃文、
黄凯

关于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经济组

织（以下统称“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继续保持上市公司人员
的独立性；

2）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独立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独立于本公司；
3）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不

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2）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3、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4、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经营业务方面具有独立运作；
2）除通过行使合法的股东权利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
3）依据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原则，采取合法方式减少或消除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

要存在的关联交易，其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确保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到损害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5、保证公司财务独立
1）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3）上市公司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4）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兼职和领取报酬。

2019年 03月
25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基立福

本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方面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不以任何方
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不以上市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本次交易完成前 GDS�已向本公司和本公司的
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不属于上述情况。 上市公司将与本公司签署排他性战略合作总协议，基于该等协议，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开展相关合
作，包括但不限于（1）上市公司成为本公司所有生物科学和诊断产品在中国（为承诺函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的独家经销商；（2）本公司授予上市公司在中国使用本公司所拥有的生物科学和诊断领域技术（包括 NAT�
技术）的使用许可；（3）本公司独家向上市公司提供特定工程和其他必要服务；以及（4）本公司将协助改进上市公司产品的质量和合规。

2019年 03月
25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基立福

交易对方关于
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合法、完
整、有效性的承
诺

截至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持有的拟出资 GDS股份对应的股本金额已经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及其他影响 GDS 合法存续、
正常经营的情形。

截至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作为 GDS的股东，合法地持有拟出资 GDS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本公司不存在代其他主体持有拟出
资 GDS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委托他人持有拟出资 GDS股份的情形。本公司依法有权处置所持拟出资 GDS股份。除为担保 Grifols集团
融资而在拟出资 GDS股份上所设质押外，本公司依法所持拟出资 GDS股份不存在其它抵押、质押或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形。 拟出资
GDS股份上所设质押的解除将于拟出资 GDS股份交割前的三个工作日完成。 本公司同意于本次交易被提交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前，取得拟出资 GDS股份上所设质押之质权人同意将拟出资 GDS股份转让给上海莱士并就在拟出资 GDS 股份
交割时解除该等质押的书面承诺。 除上述情形外，在拟出资 GDS股份由本公司出资至上海莱士前，本公司将确保拟出资 GDS 股份不发
生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的情形，不发生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拟出资 GDS股份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上海莱士

关于所提供信
息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的
声明与承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事项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和完
整；保证上述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上海莱士全体
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为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出具的文件 /所提供
的所有材料与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并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
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
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承诺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深交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承诺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
规情节，本承诺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基立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事项所提供的有
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上述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GDS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事项所提供的有
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上述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基立福 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

本公司通过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Grifols�Diagnostic�Solutions�Inc.股权资产交易所获得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新股，自上述新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公司不转让上述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海莱士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上述锁定股份的承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对上述锁定期约定进行相
应调整。

2019年 03月
25日

新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正在履行

基立福 业绩补偿承诺
基立福承诺 GDS在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该等期间简称“测评期”）内累积 EBITDA总额将不少于 13亿美元（该等
金额简称“承诺累积 EBITDA”）。 在测评期内，GDS实现的累积 EBITDA应不低于承诺累积 EBITDA。 如存在不足，则基立福应向上海莱
士补偿（“差额调整义务”），补偿部分的金额应相当于（1）上海莱士持有的 GDS 完全稀释的股份，相对于 GDS 全部完全稀释的股份的合
计百分比（在拟出资 GDS股份交割后即为 45%），乘以（2）不足部分的金额。 基立福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履行差额调整义务。

2019年 03月
07日

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正在履行

上海莱士
上市公司向交
易对手出具的
承诺函

1、本承诺人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
2、本承诺人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3、本承诺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在未经上市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等资料和信
息，但有权机关要求披露或者向为完成本次交易而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的除外；
4、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信息公开前不存在买卖相关证券，或者泄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等内幕交易行
为。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事项所提供的有
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上述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9年 03月
25日 - 履行完毕

本承诺人就其与 Grifols�Diagnostic�Solutions�Inc.（以下简称“GDS”）的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1、本承诺人将按照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GDS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 GDS 股东会 / 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本承诺人与
GDS之间的关联交易时，本承诺人将按照适用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承诺人将尽可能地避免与 GDS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决策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GDS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9年 03月
25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承诺人在此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方面与 GDS保持独立，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 GDS的资金、资产，不以 GDS 资产为本
公司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本公司将与 Grifols,�S.A.签署排他性战略合作总协议，基于该等协议，本公司将与 Grifols,�S.A.开展相关合作，包
括但不限于（1）本公司成为 Grifols,�S.A.所有生物科学和诊断产品在中国（为承诺函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的独家经销商；（2）Grifols,�S.A.授予本公司在中国使用 Grifols,�S.A.所拥有的生物科学和诊断领域技术（包括
NAT技术）的使用许可；（3）Grifols,�S.A.独家向本公司提供特定工程和其他必要服务；以及（4）Grifols,�S.A.将协助改进本公司产品的质量
和合规。

2019年 03月
25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科瑞集团、科
瑞天诚、 莱士
中国、郑跃文、
黄凯

避免同业竞争、
大股东资金占
用等承诺

1、控股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公司实际控制人郑跃文与黄凯及科瑞天诚控股股东科瑞集团分别与公司签定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2、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科瑞天诚、科瑞集团、郑跃文、莱士中国和黄凯承诺未来不发生资金占用情况；
3、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对灵璧莱士存在的个人集资法律瑕疵分别出具了《承诺函》，均承诺如由于灵璧莱士存在的个人集资问题对
上海莱士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将对上海莱士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给予及时、足额的补偿。

2008年 06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科瑞天诚、 莱
士中国

规范关联 交易
承诺

1、在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决不以委托管理、借款、代偿债务、代垫
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使用上海莱士（含上海莱士下属企业，下同）的资金或资产；
2、在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期间，将尽量减少与上海莱士发生关联交易；其与上海莱士正常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莱士有关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回避制度，保证交易条件和价格公正公允，确
保不损害上海莱士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4年 09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上海莱士 股东回报规划
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
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2、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未来三年每年
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3、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4、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2018年 04月
26日 2018~2020年度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 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 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002085 万 丰

奥威 334,415,255.37 公允价值
计量 295,400,000.00 -8,791,376.00 0.00 0.00 18,738,930.15 1,438,491.77 270,934,224.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 有
资金

合计 334,415,255.37 - 295,400,000.00 -8,791,376.00 0.00 0.00 18,738,930.15 1,438,491.77 270,934,224.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1、2015年 1月 6日披露《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事项的公告》；
2、2016年 2月 5日披露《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公司上调风险投资额度及投资期限的公告》。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1、2015年 1月 22日披露《关于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2、2016年 2月 23日披露《关于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 12月 1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373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140,221股新股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 4月，公司向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计发行股票 12,888,107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51.21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 66,000.00 万

元，扣除承销费用 1,980.00万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64,020.00万元。 该次募集资金于 2015年 4月 23日到账，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5]00022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募集资金收到后，支付发行费用 147.2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3,872.71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7,357.76万元：1）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19.61 万元；2）2015 年 5 月 13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会计期

间使用募集资金 57,238.15万元，其中 2020年前三季度使用募集资金 158.05万元；
累计利息收入为 1,655.08万元，累计利息收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为 141.79万元，累计手续费为 0.51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8,027.72万元。
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3 月
23日 网络会议 其他 机构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少成、郭斐、刘鹏、楼慧源、徐嘉辰；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薛娜、许希晨、彭丹雪、张弘、周小波、曹燕萍；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金成；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骆莹；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梦圆；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潇；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蔚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霄音；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肖世源；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伟；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焦阳；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毛可君；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翼翔；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卢毅；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牧；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静静；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林启姜；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叶施；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孙亮；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崔宁；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福涛；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慕浩；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姜英

主要内容：公司发展战略、公司销售、公司目前
浆站及新浆源开拓情况、未来行业内采浆量趋
势、重组情况、出口情况、营销体系。 公司未提
供其他资料。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1）

2020 年 03 月
24日 网络会议 其他 机构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杜伟、甘传琦；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葛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丹霞；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徐衍鹏、池陈森；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毛丁丁；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雨婷、任绍聪；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顺、蒋秀蕾；
深圳市中兴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洪航云；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明；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姜冬青、吕真；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坤、杨桢霄、于博

主要内容：公司发展战略、公司销售、公司目前
浆站及新浆源开拓情况、未来行业内采浆量趋
势、重组情况及 GDS 情况、出口情况、营销体
系、浆站审批情况。 公司未提供其他资料。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2）

2020 年 05 月
26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叶施；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谢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姜英；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笑悦、袁兵兵、赵宗俊、娄圣睿、钱伟华；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延鹏；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薛娜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凌静怡、熊超逸；
莫尼塔（上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张静含；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方舟；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彭维熙；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静静

主要内容：公司销售、公司目前浆站及新浆源
开拓情况、产品价格趋势、重组情况、核酸检测
情况、营销体系、浆站审批情况。公司未提供其
他资料。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3）

2020 年 07 月
01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敏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西铭、唐亮；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杨松

主要内容：公司发展战略、重组意义、公司销
售、行业发展趋势、产品价格趋势、公司目前浆
站情况、公司经营情况、并购效应。公司未提供
其他资料。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4）

2020 年 07 月
08日 网络会议 其他 机构 Capital�Research�Global�Investors：龚翌旸

重组后股权结构情况、 控股股东债务处理情
况、重组意义、GDS 业务及经营情况、公司浆
站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出口情况、公司销售。
公司未提供其他资料。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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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0-05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2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年 10月 27日下午 3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杰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在保证所有

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全体与会董事投票一致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9922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59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0-098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海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悦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贵阳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83,776,402.47 6,160,992,143.84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30,447,199.18 3,111,819,194.85 0.6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9,459,323.31 25.92% 1,722,901,663.81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95,298.23 98.79% 30,869,845.33 -4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317,262.05 52.18% 9,182,376.86 -7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041,175.10 -90.96% 149,055,000.84 -5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100.00% 0.03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100.00% 0.03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0.38% 0.99% -0.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57,884.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96,703.7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9,500,000.00 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收回、转
回已计提的相应坏账准备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847,770.71 主要系政府奖励、补偿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99,267.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7.00

合计 21,687,468.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6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海林 境内自然人 12.18% 139,920,000 111,740,325 质押 135,590,800

冯活灵 境内自然人 11.27% 129,510,000 0 质押 60,924,000

三亚大兴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28% 95,132,742 0 质押 95,130,000

张艺林 境内自然人 4.63% 53,249,900 0 质押 53,249,900

徐湛元 境内自然人 2.66% 30,594,019 9,238,382

邓雁栋 境内自然人 2.00% 22,937,745 8,787,73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9,346,846 0

李志杰 境内自然人 1.31% 15,058,074 0

梁钊健 境内自然人 1.08% 12,368,832 0

三亚厚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6% 11,061,948 0 质押 11,040,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冯活灵 129,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510,000

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 95,132,742 人民币普通股 95,132,742

张艺林 53,2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49,900

张海林 28,179,675 人民币普通股 28,179,675

徐湛元 21,355,637 人民币普通股 21,355,63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346,846 人民币普通股 19,346,846

李志杰 15,058,074 人民币普通股 15,058,074

邓雁栋 14,150,015 人民币普通股 14,150,015

梁钊健 12,368,832 人民币普通股 12,368,832

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61,948 人民币普通股 11,061,9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海林、张艺林、冯活灵为一致行动人。 张海林、张艺林为兄弟关系，冯
活灵为张海林、张艺林二人的姐夫，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为张海林、张艺林共同控制的企业。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0,680,800.00 -100.00% 主要系注销广东绿润原股东业绩补偿股
份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273,184.34 23,855,782.43 -82.09%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39,451,586.02 15,259,634.17 158.54% 主要系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10,940,325.13 140,518,755.90 50.12% 主要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及应收股权转
让款增加所致

存货 433,054,174.87 325,772,085.07 32.93% 主要系未结算的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212,130,565.40 - 1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化， 从原应收账款科
目列示变更至本科目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 72,229,997.55 -100.00% 主要系公司已处置子公司股权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2,694,780.00 1,889,499.75 42.62%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应收 PPP 项目款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0,602,745.71 29,019,557.83 143.29%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9,274,039.25 29,570,629.66 66.63% 主要系增加环卫项目投入所致

预收款项 - 31,878,284.05 -100.00% 主要系会计准则变化， 本科目变更列入
合同负债核算，导致减少

合同负债 24,970,483.61 - 100% 主要系会计准则变化， 从原预收款项列
示变更至本科目所致

应交税费 39,726,367.85 55,381,443.98 -28.27% 主要系已支付的税费增加所致

持有待售负债 - 43,499,110.85 -100.00% 主要系公司处置子公司股权，导致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97,434,091.95 473,075,967.76 -58.27%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减少所

致

长期借款 1,404,732,555.28 879,498,711.21 59.72% 主要系取得的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19,758,539.69 38,415,935.95 211.74%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增加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761,213.34 -1,080,909.60 540.48% 主要系对联营单位的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949,628.52 14,137,050.27 -93.28%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76,600,000.00 -100.00% 主要系支付广东绿润原股东股权收购款减
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 469,099,989.36 -100.00% 主要系收到非公开发行股份款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59,049,566.64 879,010,000.00 -25.02% 主要系取得的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71,561,709.60 -100.00% 主要系取得的融资租赁款及股东借款减少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0,748,496.98 149,809,968.60 -32.75% 主要系支付的其他借款及融资租赁款减少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股权激励计划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2020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因公司 2019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能达到解除限售的相关
条件，公司拟对 8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的 14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
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暂未实施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二）公司债券进展情况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711 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9.3亿元的公司债券。

因资本市场环境等发生变化，公司未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实
施首期债券发行事宜，因此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公司已于 2020年 9 月 18 日
披露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

（三）布局邮轮旅游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
2020年 8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瑞

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关于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三
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议案》，合作双方拟整合区域及产业优势，在海南省共
同投资邮轮旅游综合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旅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三亚
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邮轮”）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报告期末，瑞泽邮轮与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秦船舶”）共同出资设立的

公司三沙宏洋邮轮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洋邮轮”）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其中中秦船舶持有宏洋邮轮 70%的股权；瑞泽邮轮持有宏洋邮轮
30%的股权。

（四）税收优惠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相关规定，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

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混凝土板块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等生产企业符
合上述方案中鼓励类业务的相关要求，可以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收优惠将对公司未来的业
绩有积极的影响。

（五）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项目情况
1、新会区主城区环卫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业项目
2020年 9月 9日，公司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收到“新会区

主城区环卫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业项目” 的中标通知书， 中标金额： 服务期（8 年） 总报价人民币
1,565,226,046.67元；服务期：8年。

2、陈村镇 2020-2023年村（居）绿化管养及道路保洁项目
2020年 9月 9日，公司全资公司广东绿润收到“陈村镇 2020-2023 年村（居）绿化管养及道路保洁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中标（成交）金额 ：人民币 39,866,588.28 元；合同履行期限：2020 年 09 月 01 日至
2023年 08月 31日。

3、龙标镇 2020-2023年市政主干道路环卫绿化一体化及垃圾收集运输运营项目（三标段）
2020 年 9 月 24 日，公司全资公司广东绿润收到“龙标镇 2020-2023 年市政主干道路环卫绿化一

体化及垃圾收集运输运营项目（三标段）”的中标通知书，中标（成交）金额 ：人民币 11,862,400 元 / 年，
项目中标金额三年合计人民币 35,587,200元；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三年。

上述项目合同签订以及后续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市政环卫业务规模、扩展业务区域，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2020年 07月 1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66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2020年 07月 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72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2020年 08月 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80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2020年 08月 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85

《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20年 08月 2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88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2020年 08月 3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91

《关于全资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2020年 09月 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92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到期失效的公
告》 2020年 09月 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94

《关于全资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2020年 09月 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0-09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
司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
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三亚新大兴
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

贵州乌江石林
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思南县郝家湾
古寨旅游扶贫
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35,6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
项目已累计完成工
程进度 29,638.27 万
元； 目前项目正在
施工。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0 万元，累
计确认收入金额
28,775.02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金额 980 万
元。

三亚新大兴
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

贵州罗甸兴旅
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罗甸县旅游基
础 设 施 建 设
PPP项目

69,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
项目已累计完成工
程 进 度 44,609 万
元； 目前项目正在
施工。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5,093.58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 金 额
40,848.67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44,948.81 万
元。

三亚新大兴
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
工程局有限公
司、南宁市绿化
工程管理处

邕江综合整治
和开发利用工
程 PPP项目

84,675.85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
项目已累计完成工
程进度 11,555.66 万
元； 项目已完工验
收， 正在办理结算
手续。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 额 291.77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 金 额
10,548.42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9,134.86万元。

三亚新大兴
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

海南津杭设计
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东方天域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六枝特区
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六枝特区关寨
镇农村人居环
境 整 治 扶 贫
PPP项目

36,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
项目已累计完成工
程进度 19,497.40 万
元； 目前项目正在
施工。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1,801.60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 金 额
17,887.52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23,759.2万元。

三亚新大兴
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

三亚市创意新
城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三亚市崖州区
梅联社区镇海
村滨海地带生
态修复工程项
目

7,183.48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
项目已累计完成工
程进度 5,178.59 万
元； 目前项目正在
施工。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 额 595.56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金额 4,733.19
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3,499.48万元。

鹤山市绿盛
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鹤山市固体废
弃物处理中心

鹤山市马山生
活垃圾填埋场
减量化 PPP项
目

49,300万元

本项目合作期限 20
年（含建设期和运
营期），截至报告期
末， 本项目已服务
期限为 2年 5个月。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 额 757.5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金额 2,356.86
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金额 550 万
元。

广东绿润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
环境卫生管理
中心

肇庆市端州区
环境卫生管理
中心采购端州
区环卫清运保
洁服务新增面
积项目

6,438万元

本项目合作期限 8
年 9 个月， 截至报
告期末， 本项目已
服务期限为 3 年 6
个月。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原合同及
后来新增补充合
同确认收入金额
2,700.33 万 元 ，
累计确认收入金
额 12,150.74 万
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11,716.22 万
元。

广东绿润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国土城
建和水务局（城
建）官窑工作办
公室

狮山镇官窑社
会管理处官窑
城 区 环 卫 保
洁、 绿化管养
服务项目

5,492.32万元
本项目合作期限 3
年，截至报告期末，
本项目已服务期限
为 1年 5个月。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1,401.6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金额 2,468.14
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2,024.20万元。

三亚新大兴
园林生态有
限公司

海口市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

海南海口五源
河国家湿地公
园（二期）项目

16,972.61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
项目已累计完成工
程进度 2,386.67 万
元； 目前项目正在
施工。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1,174.03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金额 2,189.61
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1,200.22万元。

广东绿润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珠海市斗
门区水务局

珠海市斗门区
水务局井岸城
区和新青片区
排水管网清淤
检测项目采购

6,173万元

本项目合同工期为
180 个日历天，从签
订合同起至 2020年
4 月 17 日。 截至报
告期末， 本项目已
服务期限为 332 个
日历天。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 额 1,127 万
元， 累计确认收
入金额 3,153 万
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1,012
万元。

广东绿润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珠海
市斗门区生源
城市开发有限
公司

斗门区全面推
行河长制河道
整治工程施工
项目

27,086.27万元

本项目合同工期为
386个日历日。截至
报告期末， 本项目
已服务期限为 372
个日历天。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0 万元，累
计确认收入金额
1,856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 金 额 1,700
万元。

广东绿润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
程集团有限公
司、佛山市顺德
区环境运输和
城市管理局勒
流分局

勒流街道河涌
黑臭水体治理
及综合整治工
程 项 目 标 段
一、标段二

9,648.71万元

本项目合同工期均
为 545 日历天。 截
至报告期末， 本项
目已服务 期限为
321个日历天。

2020 年 1-9 月
本项目确认收入
金额 13.5 万元，
累计确认收入金
额 4,425万元。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本项目回
款金额 804 万
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林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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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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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年

10月 23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 员，并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
席会议董事 9人，其中陈健富先生、张奎先生采用通讯表决，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
关事宜》 等有关规定。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过程中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
致的重大错报，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实际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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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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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年

10月 23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并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 5名，实到监事 5名，全
体监事通过现场表决方式参与会议表决，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与会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