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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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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名称：一种用于大口径螺旋焊管埋弧焊焊枪
证书号：第 13414173号
专利号：ZL 2020 2 2289288.2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日：2020年 10月 15日
授权公告日：2021年 06月 15日
授权公告号：CN 213437733 U
有效期：十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人：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大口径螺旋焊管埋弧焊焊枪，焊枪本体包括前部和后部，后部一侧安

装有矩形圆弹簧，矩形圆弹簧连接有驱动杆，驱动杆通过调整螺栓与矩形圆弹簧连接；驱动杆上安装
有滚动轴，驱动杆通过滚动轴与前部连接，后部顶端安装有台肩固定连接板，后部设置有轴向通道，轴
向通道穿过台肩固定连接板，轴向通道内安装有中空芯杆；前部分别安装有五边形滑块及矩形滑块，
驱动杆通过螺钉固定于五边形滑块上，矩形滑块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台肩固定连接板上，两滑块上设

置有供焊丝通过的凹槽；
中空芯杆的设置可防止焊丝在轴向通道内窜动， 防止在焊接成型过程中因频繁摆桥及枪嘴磨损

造成焊丝的输出中心发生变化，导致焊道焊偏及焊丝卡壳。
二、专利名称：一种设有承口止推台的预应力混凝土管
证书号：第 12979099号
专利号：ZL 2020 2 0309064.0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日：2020年 03月 13日
授权公告日：2021年 04月 20日
授权公告号：CN 213018233 U
有效期：十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人：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设有承口止推台的预应力混凝土管，包括承口端、管体和插口端。 其中，所述

承口端还包括外导端、承口工作面、内导端和承口止推台。 外导端的一端与承口工作面的一端相连接，
承口工作面的另一端与内导端的一端相连接，内导端的另一端与管体相连接，承口止推台设置于内导
端与管体的连接处，防止橡胶圈滑动，外导端与承口工作面之间的角度为锐角。

通过在预应力混凝土管的承口端设置承口止推台，可以有效地定位插口端面的安装就位，防止橡
胶圈滑出，以解决在安装时橡胶圈偏移或者地基变形、管道沉降后橡胶圈崩出所导致的接口漏水的问
题，杜绝了接口漏水的隐患，从而保证了安装质量。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和施工质量，降低生产和施工成本，对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有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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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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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经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当时公司回
购专户内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1.15元（含税）， 即每 1 股派发现金
0.115元（含税）。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 如在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或公司回购专户内的股份发生变化， 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当时公司回购专户内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分配
比例保持不变。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4,677,880,280 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为 235,680,554
股，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后的股本为 14,442,199,726 股，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分红总金额为 1,660,852,968.49元。

3、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14,442,199,726
股×0.115元/股=1,660,852,968.49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
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1,660,852,968.49元÷14,677,880,280股≈0.1131534元/股。因此，在
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
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1131534元/股。

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35,680,554.00 股后的

14,442,199,72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15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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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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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15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7月 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7月 6日。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 14,442,199,726

股×0.115元/股=1,660,852,968.49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
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1,660,852,968.49元÷14,677,880,280股≈0.1131534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1131534元/
股。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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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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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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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66 Media�Management�Hong�Kong�Limited
2 08*****324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 08*****384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4 08*****883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6 月 23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7 月 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孔微微、林南
咨询电话：021-22165288
传真电话：021-22165288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制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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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担保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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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担保概述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能环

保”）持股 35%的参股项目公司云和县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和万泰”）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云和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署了 5,6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总借款期限
十五年。旺能环保按持股比例对该笔借款进行担保，与农业银行签署了 1,96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在额度范围内为云和万泰在该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云和万泰其他股东同比例进行担
保。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对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向部分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92 亿元的
担保，其中对云和万泰的担保审批额度为 3,200万元，由本公司或子公司旺能环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

详细信息见公司刊登于 2021年 4月 29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预
计 2021年度对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21-36），此次担保额度在该授权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云和县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06月 18日
核准日期：2021年 06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张政强
注册资本：3,84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南门路 41号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 一般项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业设计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旺能环保持股 35％
2.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和控制关系方框图

3.主要财务状况
鉴于云和万泰目前还在建设期， 尚未开始运营， 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 云和万泰资产总额为

544.10万元，净资产为 544.5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和县支行
2.债务人：云和县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保证人：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
4.担保内容：债权人农业银行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
5.保证额度：人民币 1,960万元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延迟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8.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云和万泰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云和县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利用项目建设的需要， 有利

于其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可帮助其获得银行授信。 此次担保额度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
权范围内，且对云和万泰的担保比例没有超过持股比例，该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进行担保，担保风险
可控，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本
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 40.3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20 年度）资
产总额 120.07亿元的 33.58%、占净资产 47.60亿元的 84.71%，实际发生的担保额度在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授权总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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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自立对申联环保集团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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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自

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自立”）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联环保集
团”）向该行申请的金额为 7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元整）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自立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申联环保集团提
供担保，已经江西自立股东决定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MA27WGXR6F

法定代表人 董庆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80,853.33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5年 12月 16日

登记机关 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 57号 905室

经营范围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环保设备技术，有色金属冶炼技术，表面处理废物技
术、含铜废物及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处置技术；矿山、土壤修复的设计，咨询，专业
承包；实业投资；服务：企业投资管理咨询（除证券、期货），经济信息咨询；销售：有色金
属、固体废物经营（危废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申联环保集团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申联环保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9,879.06 1,166,207.96
负债总额 636,565.37 583,847.44
所有者权益总额 633,313.69 582,360.52

项目 2021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0,898.04 736,417.58
利润总额 55,919.25 162,543.48
净利润 50,953.17 147,276.79

注：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报表（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报表（数据）已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经核查，申联环保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3、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4、担保金额： 7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元整）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方股东决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江西自立股东决定审议通过，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江西自立可控的范围

之内，江西自立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对申联环保集团的担保不会影响江西自立的正常
经营，且申联环保集团的贷款为日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本次江西自立为申联环
保集团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50,000 万

元，担保余额为 38,970.1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6%；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91,041.83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2、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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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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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月 26日召开的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
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1,467,296,204 股（其中含 A 股 1,247,201,704

股，H股 220,094,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220,094,430.6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实施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A股股东：以公司现有 A 股总股本 1,247,201,704 股为基数，向全体 A 股股东每 10 股派 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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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0 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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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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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000元人民币； 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0000元人民币；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H股股东：权益分派的详细安排请见公司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news.hk 的相关公
告。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 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7月 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7月 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 A 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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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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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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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98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 08*****488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504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4 08*****044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6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7 月 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号公司董秘办
咨询联系人：谈煊、张亚君
咨询电话：0755-26980311
传真电话：0755-86142889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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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创佳房地产有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且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子公司惠州创佳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创佳”） 计划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融资，贷款期
限不超过叁年，资金用途为项目开发建设。 公司本次拟为惠州创佳向建设银行申请的不超过柒亿伍仟
万元整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同意为惠州创佳向建设银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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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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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叁年止。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9 日、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的《关于核定公司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 2021-19
号公告《关于核定公司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次为惠州创佳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金额在公司已授权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1年度的预计担保额度为 113亿元， 目前已使用额度 13.5 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 7.5
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 99.5亿元。 惠州创佳本次使用担保额度 7.5亿元，公司累计为惠州创佳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14.5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惠州创佳房地产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698123511N
3、 成立日期：2009年 12月 1日
4、 注册地点：惠阳区淡水白云二路惠阳世贸广场 1号楼 2004号房
5、 法定代表人：康卫兵
6、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室内建筑装饰工程；物业管理；承接土石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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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被担保人惠州创佳房地产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 股权架构如下：

10、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0年 12月末 2021年 3月末

资产总额 155,877.94 165,567.36

负债总额 166,908.39 176,750.5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1,563.46 53,553.8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1,849.94 131,703.62

净资产 -11,030.45 -11,183.18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0年 1-12月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25.03 -

利润总额 -1,627.48 -186.90

净利润 -1,340.49 -152.73

三、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公司为惠州创佳向建设银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的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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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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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叁年止。 在上述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
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惠州创佳向建设银行申请的

不超过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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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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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
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叁年止。

本次担保金额在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0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核定公司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预计担保额度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以上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021,210.00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余额为 1,307,303.2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6.03%；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447,664.5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56.86%；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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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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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海外投资事项概述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与 IOPtima Ltd.公司

（以下简称“IOPtima公司”或“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股东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经销协议》和其他
相关文件，就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约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美元现金方式分四阶段投资（包括认购新股及
收购旧股）标的公司并取得 IOPtiMateTM系统在中国的独家经销权（以下简称“本次海外投资”）进行约
定。 公司于 2018年 3月 29日完成了本次交易第一阶段股权交割，第一阶段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
有标的公司股份（按全面摊薄计算）的 18.42%。 公司于 2018年 9月 25日完成了本次交易第二阶段股
权交割，第二阶段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于第一阶段完成后已发行股份（按全面摊薄后
计算）的 60%。 公司于 2019年 6月 30日完成了本次交易第三阶段股权交割。 第三阶段股权交割完成
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于第一阶段完成后已发行股份（按全面摊薄后计算）的 80%。

以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关
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0）及《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二、 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6月 19日取得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本次海外投资的《境外投

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川发改境外备[2019]第 27 号），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取得了四川省商务厅核发的
关于本次海外投资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5100202100044 号），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
取得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

鉴于本次海外投资的第四阶段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根据本次海外投资协议约定，并经标的公
司 2021年 6月 28日邮件确认，本次交易第四阶段股权交割已于 2021年 6月 24日完成。 第四阶段股
权交割完成后，本次海外投资已交割完毕，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于第一阶段完成后已发行股份（按全面
摊薄后计算）的 100%。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54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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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1 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 成都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及
（以下简称：“欧神诺”）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佛山欧
神诺云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863,000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6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二、 担保进展情况
1、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佛山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FS（高保）20210018），公司为欧神诺与华夏银行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合同编号：FS（融
资）20210017）提供债权最高余额为 2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1
佛山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佛
山分行 28,000万元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
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
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
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3、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582,572万元，占公司 2020年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138.24%，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579,572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6.1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欧神诺经销商）提
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9,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1%。 公司不存在逾期
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与华夏银行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900 证券简称：哈三联 公告编号：2021-055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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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8 日
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16,600,050 股，扣除已回

购公司股份 6,815,183 股，以实际可参与分配的股本 309,784,86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8元（含税），预计现金红利总额为 24,782,789.36 元（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
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6,815,183.00 股后的

309,784,86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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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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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8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本次公司权益分派方案是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16,600,050 股剔除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因

回购产生的库存股 6,815,183股后的 309,784,867股作为利润分配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800000元（含税），2020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0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
配比例，即 24,782,789.36元=309,784,867股×0.08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
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 10股现金红利应以 0.782779 元计
算。（每 10 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 股， 即 0.782779 元=24,782,789.36 元÷316,600,050
股×1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78278元/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7月 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7月 5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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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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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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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925 秦剑飞
2 01*****309 周莉
3 01*****591 诸葛国民
4 08*****350 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6 月 23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7 月 2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七、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管及其他首次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

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公司上市后的持股意向、减持意向作出以下承诺：“本人/本
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二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
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 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的， 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
理）。 ”

2019年度权益分派后，公司发行价格调整为 10.796027元/股。根据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上述
承诺中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0.717749元/股。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中段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赵庆福、李丽娜
咨询电话：0451-57355689
传真电话：0451-57355699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公司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989 证券简称：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2021-037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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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20 日
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根据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
变。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6、公司目前不存在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 7月 2日）的总股本

151,4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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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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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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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00
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7月 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7月 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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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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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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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股东在除权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现金红利在原
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02 深圳市中天健投资有限公司
2 02*****095 乔荣健
3 08*****462 深圳市天人合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400 深圳市顺其自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6 月 24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7 月 2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帐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不足的， 一切法律
责任和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 C座 8楼
咨询联系人：毛爱军
咨询电话：0755-83476663
传真电话：0317-8347666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520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1-54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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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年 4月 18日、2021 年 5 月 11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1年度为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流动
资金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票据贴现、保理、出口押汇、外汇远期结售汇以及衍生产
品等相关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1年 4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汇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合肥新汇支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新能”） 与工行合肥新汇
支行签署的 1,000万元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
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为国创新能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合同签署后，公司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剩余授权额度为 65,870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5,739万元。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汇支行
2、保证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

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
（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
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5,739 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5%，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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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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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现金管理合计金额：4,000万元
●产品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21年第 548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期限：36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的相关决策程序、内容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详细内容见公司 2021年 4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一、 现金管理概述
（一） 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

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 资金来源
部分自有资金
（三） 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结 构 性
存款

“汇 利 丰 ”2021 年 第
5481 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4,000 1.40% 至
3.10% 36天 保本浮动

收益 否

（四） 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 财务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

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应及时通报公司经营管理层，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金融资
产，不能用于质押。

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财务部于发
生投资事项当日应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确保资金安全。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需对理财业务事项保密， 未经允许不得泄露公司的
理财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业务有关的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可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额度、期

限、收益等。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21年第 548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产品代码：HF215481
（2）产品起息日：2021年 6月 29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 8月 04日
（4）投资额度：4,000万元
（5）挂钩标的：欧元/美元汇率
（6）产品资金投向：银行存款，收益部分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7）本金及收益支付：银行提供到期本金担保，100%保障本金安全。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购买的

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公司将和产品发行方保持紧密联系，根
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进行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
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123,583.42 56,953.13
负债总额 21,972.94 14,290.20
净资产 101,610.47 42,662.93

2020年 1-12月 2020年 1-6月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5,096.76 4,564.91

（二）本次委托投资金额为 4,000 万元，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银行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将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列报，具体以年度
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合理地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对此发表同意
的意见。

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
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 际 收

益
尚未收回
本金

1 结构性存款 4,000万元 - - 4,000万元

2 结构性存款 4,000万元 - - 4,000万元

合计 8,000万元 - - 8,000万元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万元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3.94%

最近 12个月委托现金管理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

总投资额度 10,000万元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 8,000万元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 2,000万元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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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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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2021 年 5 月 7 日），上海海利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豪园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园创投”）持
有公司 258,396,9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123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收到豪园创投发来的《关于上海海利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豪园创投于 2021年 5月 13日-6月 25日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31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8%，减持价格为 14.353
元/股-16.893元/股。 截至 2021年 6月 25日，豪园创投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后，豪园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239,077,93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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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豪园创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258,396,938 40.1237% IPO前取得：258,396,93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海明 12,486,250 1.9389% 豪园创投控股股东
张悦 8,452,500 1.3125% 豪园创投股东，张海明之女
陈晓 23,000 0.0036% 张悦配偶
合计 20,961,750 3.2550% —

上述减持主体的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次减持。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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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豪园
创业投资
发展有限
公司

19,319,000 2.9998%
2021/5/13
～
2021/6/25

集中竞价
交易 、大
宗交易

14.353 －
16.893 290,061,531 已完成 239,077,938 37.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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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