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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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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办理完成了

1,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公司股份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6,019,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29,429,720 股）的 36.33%；张庆华先生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47,563,636 股（含本次新增质押的股
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4.5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36%；张庆华先生控股的湖南开舜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堆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生投资”）持有公司
股份数为 14,434,875股，共生投资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0股；综上，张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
合计持有公司 170,454,375股，以此计算，张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47,563,636股，占持股总数的 86.57%；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量已超过 80%，截至目前，张庆华先
生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

●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是为了其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经营性融资提供担保，其
个人直接融资总额不会增加。

2020年 12月 16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通知， 其已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办理完成了部分股份质押的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股份质押及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1、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张庆华先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于 12 月 15 日办

理完成了股份质押手续，将其持有的 1,300万股质押给浦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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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张庆华先生新增质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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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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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
华 170,454,375 39.69% 134,563,636 147,563,636 86.57% 34.36% 0 0 0 0

二、与质押股份相关的其他情况
1、质押股份到期情况
张庆华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4,663,636 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41.45%，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15.06%，对应融资余额 2.23 亿元。 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
质押股份数量为 0股。

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开始偿还未来半年内将到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大部
分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事项属于其间接融资，相关主体已就未来将到期的债务进行合理规划安排，
张庆华先生后续也将积极督促相关主体按约定履约，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
约风险；此外，张庆华先生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相关保障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自有资金、投资
收益与相关企业经营回款等。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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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用于为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性融资提供担保， 其直接融资总额

不会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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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与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

成，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③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 所/联 系
住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

张庆华 男 中国
湖南省长沙
市高新区嘉
运路 299号

现任公司董事长， 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 湖南维邦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湖南葆华环
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湖南碧胜环保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张家界葆华环保有限公
司监事，湖南珂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湘雅夕乐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名称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25905K

法定代表人 张庆华

注册资本 1990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5-12-11

经营期限 2015-12-11至 2065-12-10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转让服务；能源评估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
脱硫脱硝技术咨询、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项目评估服务；水
处理设备的研发；生活垃圾处置技术开发；生活垃圾处置技术转让；环境评估；空气污染
监测；工矿企业气体监测；水污染监测；废料监测；噪声污染监测；光污染监测；水土保持
监测；环保工程设计；土壤修复；脱硫脱硝的设计；城市水域垃圾清理；大气污染治理；船
舶污染物接收；噪音污染治理服务；光污染治理服务；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安全评
价；节水管理及技术咨询；工业节水技术咨询服务；生活节水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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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湖南碧盛环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其余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 40%）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8,775.98 万元， 净资产为 1,969.77 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18.41万元，净利润 160.59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0,873.58 万元， 净资产为 1,733.70 万元；
2020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2,253.92万元，净利润-137.86万元。

5、张庆华先生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偿债能力分析
张庆华先生主要收入来源有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等。 从长远发展前景上看，张庆华先

生投资的一些项目已逐步进入回收期，现金流入量也将逐渐改善，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7、最近一年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张庆华先生未直接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关联方与公司存在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万
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定价原
则 金额

湖南省旺辉食品有限公司 张庆华先生 2019年以前 12个月曾控
制 采购食品

市场化
定价

6.32

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庆华先生之控股子公司 设备采购工程施
工 750

湖南湘雅夕乐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
司

公司参股子公司，张庆华先生兼任董
事

出租房屋 141.34

采购药品 3.25

合计 900.91

以上关联交易已经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用于为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性融资提供担保， 其直接融资总额不

会增加。 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履约保障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
利、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等。 张庆华先生所持股份质押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
约风险，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约定，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最低履约保障比例，当履约保障
比例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处置行为。 截至目前，张庆华先生所持
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
会产生不利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追加保证金等措施
应对，并及时通知公司。

此外，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张庆华先生将压缩对外投资规模，督促相关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
资金回笼，以降低其质押融资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同时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其它担保、提前
还款等措施降低质押的潜在风险，更好地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张庆华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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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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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含 3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一、本次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 4月 20日， 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开发区支行申购 5,000万元理

财产品； 子公司宁波旭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开发区支行
申购 3,000万元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序
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金额
（万元）

理财
起始日

理财
终止日

预期
年化收益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开发区支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7312 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20.04.20 2020.12.16 1.65%-3.83%

2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开发区支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7311 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20.04.20 2020.12.16 1.65%-3.83%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及子公司到期赎回上述理财资金共计 8,000 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
2,008,622.22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理财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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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3,000 75.32 0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25.54 0
3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70.58 0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92.91 0
合计 25,000 25,000 464.35 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10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2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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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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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披露本次减持计划前，国际金融公司持有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苏租

赁”）无限售流通股 170,13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来源于江苏租赁 IPO前取得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 5月 28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国际金融公司拟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拟减持数量及比例为：合计不超过 59,732,999 股，即不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35.1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区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进行，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 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020 年
9月 18日，公司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国际金融公司共减持 20,80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计划减持区间已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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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70,133,600 5.70% IPO前取得：170,13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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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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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际
金 融
公司

20,801,200 0.70% 2020/6/19 ～
2020/12/16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5.65 －
6.59 129,253,816 未 完 成 ：

38,931,799股 149,322,400 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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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2/17

股票代码:601012�������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148号
债券代码:136264�������债券简称:16隆基 01
债券代码:113038�������债券简称:隆 20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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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李春安先生关于其股份减持的通知， 李春安先生于 2020年 12月 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40,33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李春安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振国、李喜燕夫妇为李春安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李振国、李喜燕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李春安先生于 2020年 12月 7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0,335,700 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7%， 其中：2020年 12月 7日至 2020年 12月 1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1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2020 年 12 月 10 日、2020 年 12 月 15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9,52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

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持有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李春安 无限售流通股 398,033,199 10.55% 357,697,499 9.48%

李振国 无限售流通股 544,499,068 14.44% 544,499,068 14.44%

李喜燕 无限售流通股 194,167,786 5.15% 194,167,786 5.15%

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1,136,700,053 30.14% 1,096,364,353 29.07%

注：截至本次权益变动日，李春安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15,283,2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
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国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29,41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李喜燕女士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 16,4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除以上质押情形外，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李春安先生于 2020年 10 月 14 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

告》，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不超过 37,717,600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 李春安先生以上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为履行本次减持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3、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

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以上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011��������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公告编号：2020-066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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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20年 11月 13日至 2020年 12月 16日期间，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金额共计 4,173,780.15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名称 金额（元） 计入科目 补助依据

1 2020年 3季度公益性岗位补贴 8,875.62 其他收益 关于印发《肥西县 2020 年就业创业促进工程
实施办法》的通知

2 2020年 9月软件退税 1,379,465.62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号
3 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奖补资金 50,0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9）61号

4 人才办第五届“创智汇”大赛县内项目首
批扶持资金 120,000.00 其他收益 肥西第五届“创智汇”双创精英挑战赛公告

5 2020年 10月软件退税 1,465,438.91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号

6 人才办 2020 引才工作先进企业奖励经
费 150,000.00 其他收益 关于开展 2020 年企业引才工作先进单位推

荐申报工作的通知
7 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重大专项 1,000,000.00 递延收益 皖政（2017）52号
合计 4,173,780.15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的类型，

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3,173,780.15 元，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1,000,000.00元，计入递延收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及资产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719�������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0-049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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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
● 本次赎回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2亿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3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自 2020年 11月 11日至 2020年 12月 15日，34天
● 委托理财收益：353,972.60元
2020年 4月 26日，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
上述使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或协议等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具体
实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披露的《良品铺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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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月 10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 2亿元整向中国农业银行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3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以下简
称本理财产品）。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2日披露的《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020年 12 月 15 日，公司已按期赎回本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

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序号 受 托
方

理财产 品名
称

理财产
品类型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 财

期限 理财收益（元）

1
中 国
农 业
银行

中国农 业银
行“本利丰·
34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20,000.00 2020/11/11 2020/12/15 34天 353,972.60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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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本保证收益型 20,000.00 20,000.00 123.287672 0.00
2 保本保证收益型 10,000.00 10,000.00 33.972603 0.00
3 保本保证收益型 10,000.00 10,000.00 33.972603 0.00
4 保本保证收益型 20,000.00 20,000.00 35.397260 0.00
合计 60,000.00 60,000.00 226.630138 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4.13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6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0.00
总理财额度 25,000.00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500����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0-060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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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 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1、实用新型名称：轨距挡板三点弯曲试验工装
证书号：第 11936318号
专利号：ZL�2020�2�0717980.8
专利申请日：2020年 04月 30日
专利权人：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 11月 17日
专利权期限：10年（自申请日起算）
2、实用新型名称：尼龙挡板座试验工装
证书号：第 11942764号
专利号：ZL�2020�2�0714506.X
专利申请日：2020年 04月 30日
专利权人：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 11月 17日
专利权期限：10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次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股票代码：601996���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20-046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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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增加公司经营范
围，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事项已经 2020年 12月 10日召开的公司 2020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5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丰林集团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71889201XR

名称：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 1233号
法定代表人：刘一川
注册资本：壹拾壹亿肆仟伍佰陆拾贰万贰仟捌佰人民币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 08月 0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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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园林设计，营林造林，林产品销售（国家专控除外），中密度纤维板生产，各种人造板的

深加工、木制品、家俱、办公用品、建筑材料等自产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各种人造板、木制品、家俱、办公
用品、建筑材料的进出口、批发；代管房屋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001��������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0-036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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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 2020年 9月 25日至 2020年 12月 15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525.30万元，明细如下：

企业名称 金额（元） 收到补贴时间 发放主体 获得补贴原因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352,600.00 2020年 12月 11日 永嘉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9年度两化融合和企业上云项目资金
100,000.00 2020年 12月 11日 永嘉县科学技术局 永嘉县市级发明专利产业化项目奖励
30,000.00 2020年 12月 11日 永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永嘉县标准制修订奖励
195,000.00 2020年 12月 14日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永嘉分局 六类行业整治提升补助
3,000,000.00 2020年 12月 15日 永嘉县科学技术局 第三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7,000.00 2020年 12月 15日 永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嘉县企业外出招聘补贴

奥康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 2020年 12月 11日 永嘉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9年度两化融合和企业上云项目资金
长沙奥龙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10,000.00 2020年 11月 20日 长沙市天心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2019年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奖励

重庆红火鸟鞋业有限公司
8,756.16 2020年 11月 18日

重庆市璧山区财政局
用人单位社保补贴

6,000.00 2020年 11月 18日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82,838.00 2020年 11月 6日 稳岗补贴

杭州奥杭鞋业营销有限公司 2,735.31 2020年 11月 17日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江干区税务局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上海英特斯博体育有限公司 900.00 2020年 10月 23日 失保基金代理支付专户 以工代训补贴
南昌奥昌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9,187.00 2020年 10月 14日 南昌市工伤和职工失业保险服务中心 稳岗补贴
奥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47,934.99 2020年 9月 3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防疫抗议基金-保就业计划
成都奥都鞋业营销有限公司 400,024.53 2020年 12月 14日 成都市金牛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企业稳岗返还

备注：上述政府补助形式均为货币资金。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编号：临 2020-11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推广装配式建筑体系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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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科国建（海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国建”）签订装配式建筑体系合作协议，双方就公司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品牌在
河北省邢台市的推广达成合作意向，拟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

公司正在打造“创新驱动的钢结构建筑科技型公司”，并通过“直营”和“加盟”双轮驱动。 其中，通
过加盟方式加强与合作方在授权区域内的广泛的钢结构业务合作，是公司突破区域限制、加快业务在
全国市场开拓的重要实施途径。

一、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中科国建（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贺利斌，旗下拥有多家建筑公司。
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科国建（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甲方通过全资子公司精工（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投资”）与乙方共同出资成

立合资公司，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在合作区域内经营装配式建筑产业。 甲方将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
配式集成建筑技术体系、相关配套信息技术和品牌许可给合资公司使用，合资公司支付给甲方资源使
用费用 4,000万元。

2、技术许可与服务内容：
（1）甲方全资子公司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专利权及未来 10 年内后续研发的居住集

成建筑与公共集成建筑技术体系专利及专有技术；
（2）甲方所控制企业量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开发的与装配式集成建筑相关配套的信息技

术。
（3）甲方所拥有的“精工”或“绿筑”品牌及 VI标识系统。
3、其他资源支持：甲方向合资公司提供装配式集成建筑技术体系的产业基地建设所需的工艺规

划、技术方案以及设备要求、生产工人配置要求和投资估算等相关资料。 协助其建立工厂管理制度、工
程施工管理制度，并提供工厂管理、工程施工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系统培训。

甲方可向合资公司有偿提供工程设计资源支持，包括甲方设计部、甲方全资或控股设计公司，以
及甲方战略合作设计院，具体权利义务另行约定。

4、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万。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绿筑 GBS装配式建筑体系的市场影响力，同时有利于

公司钢结构业务在全国市场的开拓。
2、本次协议的签署，涉及资源使用费 4,000万元，将对公司 2021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这也

是公司打造创新驱动的钢结构建筑科技型平台公司的有效实践。 公司将以合资公司为载体，通过技术
赋能、管理赋能，打造科技型平台公司生态圈，推动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

四、风险分析
1、现合作协议已签订，但协议中涉及设立合资公司事宜还需审批机构核准。 本次合作协议实际履

行存在不确定性。
2、合资公司的经营水平受当地政策、市场、自身经营能力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合作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831����������证券简称：广电网络 编号：临 2020-070号
转债代码：110044����������转债简称：广电转债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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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聂丽洁女士、员玉玲女士、郝士锋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聂丽
洁女士、员玉玲女士、郝士锋先生因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
年限的有关监管规定，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鉴于聂丽洁女士、员玉玲女士、郝士锋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
之一，低于监管规定的最低要求，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上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聂丽
洁女士、员玉玲女士、郝士锋先生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
及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所任职务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人选，按程序完成独
立董事更换工作。

公司对聂丽洁女士、员玉玲女士、郝士锋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980��������������证券简称： 北矿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6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

复（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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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748 号）（以下
简称“反馈意见”）后，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根据相
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并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
关内容对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并进行公开披
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修订后的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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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217�������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 2020-070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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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20年 12 月 16 日
以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书面
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试行）》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申请期限为 12 个月的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为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等，并办理
额度内的融资业务。 融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借款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按银行要求出具相
关文件。

上述贷款额度包含在经 2020年 5月 11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0
年度融资计划额度内。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208��������证券简称：江山欧派 公告编号：2020-088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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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 4140302号
发明名称：一种利用 PVC膜对凹凸表面基材进行覆面的方法及应用
发明人：王林卓；刘志坤

专利号：ZL�2019�1�0119947.7
专利申请日：2019年 02月 18日
专利权人：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 12月 08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该发明提供了利用 PVC膜对凹凸表面基材进行覆面的方法及应用。 该发明的 PVC 膜覆面方法

能够消除 PVC 膜在凹凸表面基材上覆面后出现起浮，在凸面顶端花纹失真、泛白和凹面处沉余皱缩
等质量问题。

该项发明专利技术是公司核心技术的体现及延伸，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创新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发
挥主营产品的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023���������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1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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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崔建民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1,121,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99%。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7 日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46），董事崔建民先生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21 年 3 月 16 日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 280,252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5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2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已过半，公司董事崔建民先生暂未实施减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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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建民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121,011 0.199% 其他方式取得：1,12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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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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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建民 0 0% 2020/9/17 ～2021/
3/16

集中竞价
交易 0.00-0.00 0.00 1,121,011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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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崔建民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事崔建民先生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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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崔建民先生在减持期间内，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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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3989�������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0-088
转债代码：113504��������转债简称：艾华转债
转股代码：191504��������转股简称：艾华转股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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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月之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20号、2020-029号及 2020-038号公告。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2020年 6月 13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保本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 5,000万元，到期日为 2020年 12月 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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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公司已于 2020年 12
月 15日到期收回该理财产品。

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年化收益率 收益金额（万元）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益阳
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20 年第 194 期公
司结构性存款 5,000.00 1.88%或者 3.96% 47.13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本次公司
选择的产品为未超过十二个月的保本理财产品。 在理财期间， 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方保持紧密联

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 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保本型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如下：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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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本浮动收益 1,500.00 1,500.00 15.15 0
2 保本浮动收益 11,000.00 11,000.00 135.01 0
3 保本保证收益 2,000.00 2,000.00 40.89 0
4 保本浮动收益 3,000.00 3,000.00 24.24 0
5 保本保证收益 6,000.00 6,000.00 165.12 0
6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5,000.00 47.13 0
7 保本保证收益 2,500.00 2,500.00
8 保本保证收益 5,000.00 5,000.00
9 保本保证收益 3,000.00 3,000.00
合计 39,000.00 28,500.00 427.54 10,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1,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3.7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2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9,5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00

注：（1）最近一年净资产指 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最近一年净利润指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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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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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

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号第 4144214号发明专利证书

发明名称：一种利用辐照制备灵芝孢子粉壁壳粗多糖的方法
发明人：李明焱；李振皓；王晓彤；史月姣；李振宇
专利号：ZL�2018�1�0531969.X
专利申请日：2018年 05月 29日
专利权人：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 12月11日
授权公告号：CN�108623703�B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