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88 2021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88680� � � � � � � � � 证券简称：海优新材 公告编号：2021-008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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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83,155,290.74 1,063,220,037.18 39.50
营业利润 253,794,451.91 69,964,635.29 262.75
利润总额 253,546,043.42 72,419,072.60 2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949,822.30 66,880,501.97 23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971,671.96 60,737,615.31 252.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3.51 1.09 222.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2% 13.93% 增加 19.8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07,950,078.18 1,044,071,299.04 4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750,655,915.72 542,858,943.92 38.28

股 本 63,010,000.00 63,01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元） 11.91 8.62 38.1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39.50%，营业利润增长 262.75%，利润总额增长 2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30.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增长 252.29%，基本每股收益增长 222.0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增加 19.89 个百分点，总
资产增长 4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38.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增长 38.17%。

2020 年虽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积极采取防疫措施，及时、平稳地复工复产。 2020
年四季度因行业供货需求增加，公司扩产产能释放并积极争取行业订单，主导产品 EVA 胶膜
销售量、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上涨，同时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生产管理效率的有效提
升，使得公司全年经营业绩实现增长。

（二）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指标说明。
1、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39.50%，2020 年第四季度行业供货需求增加，主导产品 EVA 胶膜

销售量、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上涨，致使全年营业收入较上年有较大提升。
2、营业利润较上年增长 262.75%，利润总额增长 250.1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增长 230.3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 252.29%，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公司扩产产能释放并积极争取行业订单，主导产品 EVA 胶膜销售量、平均销售单价较
上年上涨，同时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生产管理效率有效提升，使得公司毛利率增加明显，相
关利润指标较上年有大幅增长。

3、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增长 222.02%，主要原因系净利润的较高增长。
4、总资产较期初增长 44.43%，主要原因系公司 2020 年度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

资产增长明显；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38.28%，主要原因系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增
长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0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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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优化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丽珠集团”）控股子公司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以下简称“丽珠开曼”）及其下属企业的股权架构、便于该等公司的境内外融
资，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丽珠国际”）、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健康元
的全资子公司 Joincare� Pharmaceutical� Group� Industry� Co.,� Ltd.（以下简称“健康元药业”）、YF�
Pharmab� Limited（以下简称“YF”）与丽珠开曼及其控制的企业丽珠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珠生物香港”）、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物”）、珠海市
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卡迪生物”）共同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各方商定拟对丽珠开曼下属企业实施股权架构
重组， 实现以丽珠生物作为丽珠开曼下属企业境内外的控股平台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有关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2021 年 1 月 6 日、2021 年
1 月 12 日 、2021 年 1 月 19 日 、2021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6、
2021-003、2021-006、2021-008、2021-011）。 现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基于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21 年 1 月 18 日，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
准了《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及《关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2021 年 2 月 3 日，丽珠单抗已办理完毕前述交易事项的商事变更
登记备案工作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 丽珠单抗的股东变更为丽珠生物。
2021 年 2 月 5 日，丽珠生物已办理完毕前述交易事项的商事变更登记备案工作并取得新的《营
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丽珠生物的股东变更为本公司、健康元、海南丽生聚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 YF，丽珠生物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88,902.3284 万元。

2021 年 2 月 25 日，丽珠集团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丽珠开曼根据丽珠国际、YF、健康元药业分别向其出
具的回购函（Repurchase� Letter）回购丽珠国际、YF、健康元药业持有的丽珠开曼的股份。回购函
（Repurchase� Letter）的情况如下：

一、回购函（Repurchase� Letter）
1、 丽珠国际第一次股份回购：作为丽珠开曼的股东，丽珠国际同意丽珠开曼回购其持有

的丽珠开曼 24,574,830 股普通股股份，回购对价为等值于 98,299,320 美元的人民币，即人民币
637,421,940.54 元。

2、 YF 股份回购 ： 作为丽珠开曼的股东，YF 同意丽珠开曼回购其持有的丽珠开曼
12,500,000 股 A 轮优先股股份 ， 回购对价为等值于 50,000,000 美元的人民币， 即人民币
324,225,000 元；同时，根据丽珠开曼经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的规定，YF 同意丽珠开曼回购丽
珠国际持有的丽珠开曼 24,574,830 股普通股股份， 回购对价为等值于 98,299,320 美元的人民
币，即人民币 637,421,940.54 元。

3、 丽珠国际第二次股份回购：作为丽珠开曼的股东，丽珠国际同意丽珠开曼回购其持有
的丽珠开曼 50,999,999 股普通股股份，回购对价为人民币 306,038,709 元。

4、 健康元药业股份回购：作为丽珠开曼的股东，健康元药业同意丽珠开曼回购其持有的
丽珠开曼 49,000,000 股普通股股份，回购对价为人民币 294,037,191 元。

上述股份回购完成后，丽珠开曼仅保留发行 1 股普通股，并由丽珠国际持有，丽珠开曼将
被注销。同时，丽珠开曼、YF、丽珠国际、健康元药业及相关方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签署了《A 轮
融资终止协议（Series� A� Termination� Agreement）》，约定在前述丽珠国际第一次股份回购与 YF
股份回购完成时，丽珠开曼层面的 A 轮融资协议全部终止。

二、有关文件的审批程序
健康元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为健康元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丽珠国际为本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而丽珠开曼系健康元药业与丽珠国际共同控制的企业，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丽珠开曼回购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经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回购

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在审议本次丽珠开曼回购股份的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2、本次丽珠开曼回购股份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依法进行了

回避表决，亦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丽珠开曼回购股份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4、本次丽珠开曼回购丽珠国际、YF、健康元药业持有的丽珠开曼股份的定价公允，安排公
平，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详见 2021 年 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6），本次交易第 5 步卡迪生物股权转让尚未进行，原因是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丽珠生物正在研究卡迪生物业务开展情况及未来产业布局， 但不影响本次交易后续其他步
骤的实施。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还包括丽珠生物的股权转让与增资、境外 A 轮融资平移境内、丽珠单
抗股权转让、丽珠生物香港减资及股权转让、境外架构清理等。 本次交易实施还需根据各方后
续签署的相关文件逐步落实和推进，受市场环境变化、监管环境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
后续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完成情况取决于工商变更登记、银行付汇程序、境外减
资程序等完成时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

立意见；
3、 回购函（Repurchase� Letter）；
4、 《A 轮融资终止协议（Series� A� Termination� 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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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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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回购股份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以下简称“丽珠开曼”）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丽珠国际”）、YF� Pharmab� Limited（以下简称“YF”）、健
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Joincare� Pharmaceutical� Group� Industry� Co.,� Ltd.（以
下简称“健康元药业”）分别向丽珠开曼出具的回购函（Repurchase� Letter）回购丽珠国际、YF 及
健康元药业持有的丽珠开曼的股份。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邱庆丰先生、俞雄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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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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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7,537,006.90 231,353,364.08 54.54
营业利润 75,857,881.97 58,648,730.81 29.34
利润总额 81,781,651.67 61,131,416.06 3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591,668.48 53,938,104.29 3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273,296.62 51,384,624.23 2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3 0.88 28.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4% 22.85% 减少 0.01 个比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78,012,309.39 376,968,032.44 13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33,795,121.14 282,982,860.73 159.31

股 本 85,140,000.00 63,850,0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62 4.43 94.5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753.70 万元，同比增长 54.54%；实现利润总

额 8,178.17 万元，同比增长 33.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59.17 万元，同比增
长 34.58%。

2、财务状况：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 87,801.23 万元，较期初增长 132.9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3,379.51 万元，较期初增长 159.31%。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报告期内，随着我国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进程的加快，
公司通讯连接器组件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带动公司业绩逐步增长。

（二）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公司通讯连接器组件

收入保持较高增长，随着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进程的加快，公司通讯连接器组件产品需求
较去年同期增加。同时，公司依托于先进的生产技术、稳定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供货能力，与安
费诺、中航光电、莫仕等国内外知名连接器厂商的合作更加密切，交易持续稳步上升。

2.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主要系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完成上市，
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628� � � � 证券简称：优利德 公告编号：2021-002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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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优利德科技 (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8,556.35 54,003.70 63.98
营业利润 17,399.96 6,002.67 189.87
利润总额 17,280.79 5,952.33 190.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970.92 5,326.84 181.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4,568.61 5,283.73 17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1 0.69 16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9% 24.92% 74.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7,350.15 43,517.47 54.7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1,594.31 26,696.80 55.80
股 本 8,250.00 8,25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5.04 3.24 55.80

注：以上财务数据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556.35 万元，同比增长 63.98%；实现利润总

额 17,280.79 万元，同比增长 190.3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970.92 万元，同比
增长 181.05%。

2、财务状况：2020 年期末公司总资产 67,350.15 万元，较期初增长 54.77%；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 41,594.31 万元，较期初增长 55.80%。

3、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国内外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生产的红外测温产品的销售额大幅增长及其他主营业务产品的销售
额稳步提升，得以实现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二）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分析
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9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红外测温产品销售额大幅

增长及其他主营业务产品的销售额稳步提升所致。
2、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189.8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0.3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 181.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75.7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以及产品毛利率上升，因此实现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及净利润的较大增长。

3、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加 162.3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 74.12%,主要原因系
报告期内公司的净利润增长较大所致。

4、总资产同比增加 54.77%，主要原因系公司在报告期流动资产大幅增长所致。
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加 55.8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比

增加 55.80%，主要原因系公司实现经营利润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优利德科技 (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595� � � � � � � � � 证券简称：芯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3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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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芯海科技”）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万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6,279.60 25,840.64 40.40
营业利润 9,029.94 4,302.09 109.90
利润总额 9,033.32 4,295.61 110.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11.34 4,280.23 108.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1.19 3,732.34 5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0 0.58 89.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9% 18.58% 增长 1.7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2,244.09 34,397.94 197.2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5,783.58 27,107.37 216.46
股 本 10,000.00 4,408.34 12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 （元） 8.58 6.15 39.5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

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
2020 年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27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8,911.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2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1.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91%。

2、财务状况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 102,244.09 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197.2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85,783.58 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216.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8.58 元，较
报告期初增长 39.51%。

3.�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0 年度，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公司通过高精度 ADC、高性能 MCU 等核心技术

打造全信号链产品竞争优势，在健康测量应用领域保持持续增长，在模拟信号链领域，突破工
业测量、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行业标杆客户，形成营收新的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 年发生股份支付费用 333.6 万元，该股份
支付费用在经常性损益项目下列支；公司 2020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参与通富微电非公开增发取得投资收益约 1,763 万元、政府补助等所致。

在公司编制业绩预告时，上述投资收益按其他综合收益计量，经审计机构初审沟通后调整
为按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计量， 因此本次披露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据与业绩预
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业绩预告披露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500 万元
左右，经调整后，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11.34 万元。 公司同意主审会计师
的调整意见。

（二）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1、2020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过 30%。 一方面主要系公司报告
期内主营业务保持快速增长，除健康测量应用领域保持稳定增长外，模拟信号链芯片和 MCU
芯片在工业测量、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也都取得增长和突破；另一方面系报告期内
公司参与通富微电非公开增发取得投资收益、政府补助等所致。

2、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同比增长均超过 30%，主要系公司在 2020 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完成
上市，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所载 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

据可能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但预计前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 （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579�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大地纬 公告编号：2021-006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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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835.05 48,857.05 2.00
营业利润 9,628.94 8,317.90 15.76
利润总额 9,529.08 8,355.62 14.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04.82 7,817.66 12.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58.09 6,986.59 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38 0.2172 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3% 9.53% 减少 0.70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5,522.33 106,255.51 55.7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0,465.18 83,658.91 44.00

股 本 40,001.00 36,000.00 11.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 （元） 3.01 2.32 29.74

注：1.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根据准则的衔接
规定，本公司将本报告期期初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
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835.05 万元，同比增长 2.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8,804.82 万元， 同比增长 12.6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7,358.09 万元，同比增长 5.32%。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165,522.33 万元， 同比增长 55.7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0,465.18 万元，同比增长 44.00%。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公司积极进行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化新
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优化业务布局和产品结构，公司全年业务稳健发展，实现了经营业绩的
稳步增长。

（二）变动幅度达 30%以上指标的说明：
总资产及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报告期初分别增长 55.78%、44.00%，主要系报告期

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578� � � � � � � � � �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2021-003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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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6.09 62.97 -10.93
营业利润 -31,045.17 -38,128.46 不适用

利润总额 -31,051.52 -39,750.2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051.52 -39,750.2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751.02 -20,039.7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4 -1.1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3% -57.78% 增加 32.4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6,870.00 132,841.44 123.4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87,804.86 118,439.21 143.00
股本 45,000.00 36,000.00 25.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6.40 3.29 94.4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09 万元，为合作开发兰索拉唑肠溶胶囊分享的收益，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051.52 万元，净亏损同比减少 21.8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5,751.02 万元，扣非后净亏损同比增长 78.40%。 报告期末，总
资产 296,870.00 万元，同比增长 123.4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87,804.86 万元，同比增
长 143.00%。

报告期内亏损主要是由于公司核心产品伏美替尼尚待获批，尚未产生收入，此外，公司各
项新药研发项目持续推进中， 公司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 且公司持续构建专业的销售团
队、不断完善管理团队，导致公司存在大额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减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增加，主要是
由于：公司 2019 年度一次性计入损益的股份支付费用较高，达到 2.01 亿元，导致公司 2019 年
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97 亿元，在 2020 年度，公司收到大额政府补助并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导致公司 2020 年度非经常性收益较高。

（二）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情况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5,751.02 万元， 扣非后

净亏损同比扩大 78.40%，主要系公司持续保持较高研发投入，并为确保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构建了专业完善的销售团队，产生大量新增费用，且 2019 年度一次性计入损益的股份支付费
用较高，达到 2.01 亿元，导致公司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1.97 亿元，因此导致公司扣非后
净亏损增长幅度较大。

2020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5.33%，相较于去年同期的 -57.78%增加 32.45 个百
分点，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296,870.00 万元， 同比增长 123.4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为 287,804.86 万元，同比增长 143.0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为 6.40 元，同比
增长 94.40%， 均系公司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 9,000.00 万股进
行首次公开发行股份融资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

可能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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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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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6,713.53 36,538.91 1,204.67
营业利润 308,531.73 4,751.64 6,393.16
利润总额 306,943.09 4,546.03 6,651.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1,594.14 3,947.85 6,526.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270.54 3,765.06 6,78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7.01 0.11 6,2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28％ 7.63％ 增加 99.6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45,181.32 64,246.53 748.5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74,265.12 55,747.64 750.74
股 本 40,000 36,000 11.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 （元） 11.85 1.55 664.5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 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476,713.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4.6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1,594.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26.24%；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270.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786.23%。

2、财务状况：公司 2020 年末总资产为 545,181.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48.58%；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74,265.1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0.74%。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报告期内，面对全球突发疫情，公司积极响应，根据不同抗疫
时期、不同应用场景需求、不同国情构建起了全场景化新冠检测整体解决方案，全力以赴服务
疫情防控。公司所开发的产品较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新冠核酸检测试剂、核酸检测仪器、相关
耗材、检验服务等产品及服务的销售业绩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公司仪器销售及装机增长进一
步带动公司全线试剂的增量销售，2020 年公司全年仪器累计发货 6,122� 台，由此可以持续发挥
新冠抗疫优势，加速提升全线产品市场占有率。 综合前述情况，公司 2020 年度整体销售情况及
经营业绩较上一年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 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204.6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冠核酸检测试

剂及相关仪器收入、检验服务收入增幅较大所致。
2、 公司 2020 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 者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393.16% 、6,651.89% 、6,526.24% 、
6,786.23%，主要为公司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所致。

3、 公司 2020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6,2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加
99.65 个百分点，主要为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4、 公司 2020 年度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较上一年期末分别增长 748.58%、750.74%、664.52%，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使货币资
金、股本和股本溢价增加及报告期内公司盈利状况良好，未分配利润增加等因素所致。

三、风险提示
上述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各项财务指标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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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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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0 年年度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7,229.29 55,362.00 3.37
营业利润 -4,203.95 2,080.31 -302.08
利润总额 -4,317.14 4,278.82 -200.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91.08 6,391.65 -13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075.92 -1,410.99 -18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1.25 -133.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6.74% 减少 8.4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04,912.00 168,346.05 81.1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29,075.73 105,492.37 117.15
股 本（万股 ） 7,050.00 5,286.95 33.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32.49 19.95 62.8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 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229.29 万元，同比增长 3.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491.08 万元，同比下降 138.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075.92 万元，同比下降 188.87%；报告期末总资产 304,912.00 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
长 81.12%；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29,075.73 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 117.15%。

受新冠疫情及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政策的影响，2020 年度国内燃料电池汽车产销量同
比均下降。面对疫情及行业政策的影响，公司管理层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生
产及销售等各项业务基本保持了稳定， 但受去年同期大额非经常性损益投资收益及本期计提
坏账损失的影响，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同比有所下降。

（二）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指标说明
1.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302.08%，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00.9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同比下降 13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88.87%，基
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133.60%，以上指标变动原因主要系去年同期原控股公司因增资扩股导致
公司丧失其控制权，相关会计处理导致同期确认了 6,345.82 万元投资收益，同时本期公司基于
谨慎性考虑， 对个别预期信用风险程度较高的客户进一步提高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
例，导致本期坏账损失同比有所增加。

2.总资产较报告期初增长 81.12%，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报告期初增长 117.15%，
股本较报告期初增长 33.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报告期初增长 62.86%，以
上指标变动原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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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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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万股、元 / 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5,570.41 22,130.03 15.55
营业利润 9,377.60 9,644.08 -2.76
利润总额 9,371.59 9,644.21 -2.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39.91 8,358.29 -6.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830.27 5,088.34 1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8 1.34 -1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5 22.65 -10.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94,903.66 50,035.90 89.6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2,891.93 41,082.12 101.77
股本 8,311.00 6,233.00 33.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9.97 6.59 51.2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570.41� 万元，同比增长 15.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30.27 万元，同比增长 14.58%；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
产 94,903.66� 万元，同比增长 89.6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82,891.93� 万元，较上年
增长 101.77%， 相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也上升至 9.97� 元 / 股， 较上年上升
51.29%。

2、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不断吸纳优秀人
才，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公司规范运作意识，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公司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加强市场开拓力度，销售额随之增长，全年营收有所增长。

（二）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增加，主要系公司 2020� 年 6�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完成上市，公开发行股份以
及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泽达易盛 （天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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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股份减持

计划暨股份减持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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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杭州崇福锐鹰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崇福锐鹰二号）持有公司股份 8,351,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35%；前述股份为无限售
流通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 股份减持计划情况及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3），崇福锐鹰二号因自身资金安排，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
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00%。 减持计划期间，采用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
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截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崇福锐鹰二号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781,800 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23,358 股， 合计减持 3,505,15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本次减持计划剩余 1,494,842 股将不再减持，崇福锐鹰二号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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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崇福锐鹰二号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351,388 8.35% IPO 前取得：8,351,388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注 1：崇福锐鹰二号和杭州崇福锐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解除限售流通股 2,074,34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7%）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杭州崇福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同受自然人杨富金控制。
杭州崇福锐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期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暂无减持计划。
注 2：
1.崇福锐鹰二号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9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1,02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3%。 详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 日披露的《杭州鸿泉物联网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2.崇福锐鹰二号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4 日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253,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5%。 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杭州鸿
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4）

3. 崇福锐鹰二号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225,15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3%。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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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 州 崇
福 锐 鹰
二 号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3,505,158 3.51% 2020/11/16 ～
2021/2/25

大 宗 交
易 、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7.80－41.06 118,407,086.19
未 完 成 ：
1,494,842
股

4,846,230 4.85%

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后，崇福锐鹰二号和杭州崇福锐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920,57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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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同时结合合伙企业资产管理计划

和资金需求情况，经综合考虑，崇福锐鹰二号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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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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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2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公司 5 楼会议室（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航天路 1 号良品大

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361,840,1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23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推举，由董事杨银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杨银芬、张国强现场出席，杨红春、潘继红、徐新、曹

伟、王佳芬、胡燕早、陈奇峰以通讯的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其中马腾、万张南现场出席，李好好以通讯的方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授权经理层进行投资决策并组

织实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1,839,994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授
权经理层进行投资决策
并组织实施的议案

16,239,832 99.9987 200 0.0013 0 0.0000

说明：上表的投票数据已剔除控股股东宁波汉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一致行
动人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970,120 股，占总股本的 2.99%）、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939,413 股，占总股本的 0.98%）、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3,939,413 股， 占总股本的 0.98%）、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39,412 股， 占总股本的 0.98%）、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939,413
股，占总股本的 0.98%）的持股数量；已剔除合计持股超过 5%的股东宁波高瓴智远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10,260,000 股，占总股本的 2.56%）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高瓴天达股权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合伙）（18,540,127 股， 占总股本的 4.62%）、HH� LPPZ （HK）Holdings� Limited
(18,000,144 股，占总股本的 4.49%）的持股数量。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一舟、于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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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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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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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25�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主板和中小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
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
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
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