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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1-061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博合金 股票代码 0029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珲 蒋佶利
办公地址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拓展园区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拓展园区
电话 023-86521019 023-86521019
电子信箱 ir@soonbest.com ir@soonbes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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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201,691,054.04 1,793,071,993.31 13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5,537,530.20 74,089,022.37 10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7,882,709.71 68,424,708.34 10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2,067,791.92 150,065,778.55 -25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7% 5.66%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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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6,970,385.81 3,035,083,971.90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91,241,857.77 1,879,751,715.07 5.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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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增潮 境内自然人 25.19% 110,583,001 110,583,001
王真见 境内自然人 24.09% 105,768,000 105,768,000
王启 境内自然人 6.30% 27,669,001 27,669,001
杜福昌 境内自然人 6.30% 27,668,999 27,668,999
陈飞 境内自然人 3.87% 16,995,000 16,995,000
广东温氏投资
有限公司 －新
兴温氏成长壹
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8% 10,000,000 10,000,000

夏跃云 境内自然人 2.17% 9,522,600 9,522,600
包中生 境内自然人 2.05% 9,000,000 9,000,000
朱昌补 境内自然人 1.55% 6,822,000 6,822,000
朱胜德 境内自然人 1.52% 6,693,525 6,693,5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增潮、王真见、王启为三兄弟，杜福昌为三人的姐夫，他们四人是公司实
际控制人，具有一致行动关系。其余亲属关系中，夏跃云为王真见、王启的妹夫，王增潮
的姐夫；包中生为王增潮的配偶的父亲；朱昌补为王真见、王增潮、王启的舅舅；朱胜德
为王真见、王增潮、王启的表弟；彼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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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1-056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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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真见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
董事 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为唐尧，合计 1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
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1 年度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8）。
(二)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根据 2021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编制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和《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60、2021-061）。
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发生或者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编制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参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1-059）。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1-057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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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3日以通讯结合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罗乐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会议监事 3人，实际
出席会议监事 3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为监事张力，合计 1 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
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监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议后一致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后一致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规范，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851 证券简称：交大思诺 公告编号：2021-056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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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300851 证券简称：交大思诺 公告编号：2021-058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交大思诺 股票代码 3008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童欣 胡波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
立业路 3号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
立业路 3号

电话 010–62119891 010–62119891
电子信箱 jdsn@jd-signal.com jdsn@jd-signal.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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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1,316,758.89 117,368,225.54 2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11,438.06 32,629,236.66 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557,930.38 31,750,026.01 -2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19,480.25 -13,488,836.52 23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50 0.5004 -1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50 0.5004 -1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5.9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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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603,842.72 1,305,280,490.98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7,341,632.88 1,160,477,293.92 0.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7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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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邱宽民 境内自然人 24.04% 20,898,000 20,898,000
徐迅 境内自然人 11.83% 10,284,000 10,284,000
北京交大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0% 6,520,000 6,520,000

赵胜凯 境内自然人 6.00% 5,220,000 5,220,000

赵明 境内自然人 5.22% 4,536,000 4,536,000
张民 境内自然人 5.09% 4,422,000 4,422,000
赵会兵 境内自然人 3.00% 2,610,000 2,610,00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2.79% 2,428,000 2,428,000
赵林海 境内自然人 2.48% 2,160,000 2,160,000
王永和 境内自然人 1.79% 1,560,000 1,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邱宽民、徐迅、赵胜凯、张民、赵会兵和李伟六人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共同对公
司实施控制和重大影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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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开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后备人才保障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

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
司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现
行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等管理制度，开展实施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现公司在人员
整合方面的长期激励与约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防止人才流失，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全
方位、强有力的后备人才保障。

2、组织机构变革，全面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实现公司持续稳健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为激发组织活力，提升运营效率，积极推进组织机构改革。（1）设立研发中心，加快

研发资源要素整合，实现了研发组织机构的变革和调整。（2）设立思诺研究院，主要负责新系统、新技
术探索和牵引，关键技术研究和引入，与研发中心形成“双轮驱动”模式，共同推进公司技术创新和发
展。（3）设立营销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进一步整合公司营销资源、
技术服务资源，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加强公司与客户黏性。

3、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苦练内功、强化创新,部分研发工作取得显著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目标，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部分研发工作效果显著，其中公司新产品列车

运行监控装置（LKJ）取得了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RCC）签发的《铁路产品认证证书》，标志着
公司研发的列车运行监控装置（LKJ）产品已达到国铁集团有关生产制造和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公司
获得了跻身铁路产品市场参与该认证产品项目招投标的资质和权利。

4、深化“同行业优质企业兼并收购”策略，推进公司战略布局
公司立足于轨道交通行业，形成以应答器系统、机车信号 CPU 组件、轨道电路读取器（TCR）和列

车运行监控装置（LKJ）为主要产品的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投资收购同行业优质的企业，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人才储备和市场领域。（1）

2021年 1月 8日，公司与海德维尔签署《关于北京海德维尔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公
司持有海德维尔 50.98%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040万元。海德维尔主要产品为安全计算机平台产
品、维保信息管理系统等， 海德维尔掌握铁路安全计算机平台技术，其产品的技术方案在国产安全平
台中处于领先地位，性能在实际应用中多次得到验证。（2）2021年 6月 24日，公司与交大资产签订了
《产权交易合同》，公司以自有资金 3,740.8万元收购交大资产持有的北交信通 20.00%股权。 北交信通
及其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 HT型无线平面调车指挥系统、铁路列调设备、货物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
置、铁路管理信息系统等，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普速铁路市场。 公司投资海德维尔、北交信通符合战略规
划，不断完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普速铁路领域的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

5、打造“以奋斗者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并有效赋能 MBSE事业部
公司自成立至今，坚持打造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把“以奋斗者为本”核心价值观，真正的融入到

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决策中。 报告期内，公司在确保战略方向正确的基础上，充分放权，提供资源，正式
完成 MBSE事业部的内部孵化，为公司新产业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

经过 MBSE事业部前身研发团队以及现有团队多年对于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 取得了以下
成果:1、报告期内 MBSE 事业部发布了首个产品 CTCS-3 列控系统线上竞赛系统，并启动了市场的试
用、推广工作；2、报告期内完成工业 MBSE 软件底层关键模块的研发工作，目前正在推进关键模块在
多个项目应用。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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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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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启超先生已于 2021年 7月 29 日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周启超
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的职务，辞职后，周启超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
司董事长刘鹏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张海军先生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
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海军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张海
军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张海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1、电话：0760-87885678
2、传真：0760- 23886886
3、邮箱：Zhhaijun003@163.com
4、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号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附件：
张海军，男，1974 年出生，大学本科，1997 年至 2001 年在焦作煤业集团从事财务工作；2004 年至

2005年，曾先后在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负责财务、审计工作；2006 年至 2008 年 11 月份担任
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1年 12月至 2017年 8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海军先生现任公司采购副总监。 2012年
至 2018年兼任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海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海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海军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1-11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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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1年 8月 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名，实
到 8名，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鹏先生主持。

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总经理办公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海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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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产品进
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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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下发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审查结果公示》（2021 年第 10 号），确认子公司产品“优美莫司涂
层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优美莫司涂层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
申请事项：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
申请人：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管理类别：第三类
审批结论：同意按照《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进行审查
二、产品情况介绍
优美莫司涂层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是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威医疗”）研制的具有首创性和稀缺性的适应症为冠状动脉原发、小血管病变的莫司类药物涂层球
囊（DCB）产品。

药物球囊的作用原理是在血管狭窄处进行扩张后， 将具有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生的药物留在病
变处从而发挥抑制血管狭窄，预防血管扩张后再狭窄的作用。 药物球囊手术过程中，药物球囊输送至
病变处一般需要 1-2分钟，在冠脉血管扩张 60秒以内就需要撤回，而当药物球囊撤出后，药物有效成
分需要在血管组织内停留 1个月左右才能获得最佳疗效。

不同于作用机理为细胞毒性且在临床疗效上极具争议性紫杉醇药物， 也不同于普通雷帕霉素存

在亲水性较强在输送过程中易丢失、在病变处吸收慢，半衰期仅 62 小时作用时间短等显著劣势，优美
莫司（Biolimus A9，简称 BA9）作为雷帕霉素的衍生物拥有比普通雷帕霉素高 10 倍的亲脂性，可以减
少在输送过程中的流失、加速在病变处的吸收，并且拥有长达 20 天的组织半衰期，是涂层药物的优
选。 吉威医疗通过专利技术将优美莫司进行晶体化处理后提升药物稳定性并配合专属涂层技术可以
进一步减少输送过程中药物流失，以此最大程度的发挥优美莫司在药物球囊应用中的优势。

三、对公司的影响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适用于申请人通过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 在中国依法拥有产品核

心技术发明专利权，且申请人已完成产品的前期研究并具有基本定型产品，研究过程真实和受控，研
究数据完整和可溯源。 产品主要工作原理或者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产品性能或者安全性与同类产品
比较有根本性改进，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通过后，在创新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过程中将予以优先办理，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审批人员将提前介入，专人负责，沟通交流。 本次“优美莫司涂层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通过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将有效提高注册效率，加快其上市速度。

公司产品“优美莫司涂层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是公司在血
管介入器械发展的重大进步， 其获批将成为国内市场上唯一一款适用于小血管病变的莫司类药物球
囊产品。“优美莫司涂层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需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预计
上市后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医疗器械产品申请注册并最终上市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公司“优美莫司涂层冠状

动脉球囊扩张导管”在后续的研究开发与申报注册过程中，亦可能存在由于项目本身、申报材料质量、
重大法规变化无法达到评审要求等而导致的研究失败、退审等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持
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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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矿股份 股票代码 3008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为民 马杰
办公地址 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工业园区 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工业园区
电话 0572-6955777 0572-6955777
电子信箱 zkzg@cnzkzg.com zkzg@cnzkzg.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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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77,997,312.58 210,539,862.56 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165,023.32 61,724,709.21 2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7,232,004.57 57,471,320.19 3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519,945.96 99,574,483.87 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62 29.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62 29.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4% 9.3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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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182,792.71 1,259,179,422.78 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2,940,356.02 942,771,888.98 5.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8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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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利华 境内自然人 32.55% 32,550,000 32,550,000 - -

浙江省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5% 8,250,000 0 - -

湖州君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 7,500,000 7,500,000 - -

陈利刚 境内自然人 6.68% 6,675,000 6,675,000 - -

陈利群 境内自然人 6.68% 6,675,000 6,675,000 - -
段尹文 境内自然人 6.68% 6,675,000 6,675,000 - -
陈连方 境内自然人 6.68% 6,675,000 6,675,000 - -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1,669,579 0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战略转型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1,135,700 0 - -

毛明甫 境内自然人 0.78% 780,171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湖州君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核心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2.陈利华、 陈利群、 陈连方、 陈利刚为兄弟关系，段尹文系陈利华配偶的弟弟；公司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陈利华与陈利群、 陈连方、 陈利刚、段尹文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毛明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6,64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743,531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80,171股；公司股东邱小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7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76,8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7,5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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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在报告期内正在进行中的重大事项为 2021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目前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23日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司将从募投项目实际需求及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出发，认真做
好相关事项的筹划和实施工作。 此次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建筑垃圾
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认为国内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市
场前景广阔，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围绕破碎筛分技术优势进一步拓展设备应用新领域，为公司未来
长足发展提供发展新动能。 此外，该项目的实施及未来市场的发展也存在相应的风险，包括管理风险、
市场竞争风险等，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投资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回
收利用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2021-016）。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应当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注意
相关风险，审慎决策。

证券代码：300837 证券简称：浙矿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1

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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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1-052）
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053）于 2021年 8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301006 证券简称：迈拓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迈拓股份 股票代码 3010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孝宇 朱倩
办公地址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喜燕路 5号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喜燕路 5号
电话 025-86981988 025-86981988
电子信箱 metter@metter.cn metter@metter.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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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82,120,494.78 150,259,315.46 2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108,965.95 60,248,051.68 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1,819,797.79 56,042,965.68 1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612,670.34 26,637,571.03 -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8 1.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8 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0% 14.1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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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382,495.46 689,961,725.77 7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2,899,284.27 556,302,930.52 92.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1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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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卫国 境内自然人 36.48% 50,814,800 50,814,800
辉金鹏 境内自然人 6.46% 9,000,000 9,000,000
杨荣福 境内自然人 5.14% 7,156,800 7,156,800
南京旺凯企业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8% 6,100,000 6,100,000

沈激 境内自然人 3.92% 5,461,600 5,461,600
唐绪锦 境内自然人 3.30% 4,593,600 4,593,600
南京动平衡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南京江宁
开发区锋霖创
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20% 4,460,000 4,460,000

路兵 境内自然人 3.02% 4,200,000 4,200,000
吴正新 境内自然人 3.02% 4,200,000 4,200,000
曹凯强 境内自然人 1.94% 2,700,000 2,700,000
张美萍 境内自然人 1.94% 2,700,000 2,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卫国为南京旺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人，系一致行动人；张美萍与曹
凯强系母子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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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利润分配事项
2021 年 6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7 月 2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 13,92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红利 6,964万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尚未分配的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通过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年 8月 10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工作。

（二）签订投资协议的事项
2021 年 6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并于 2021年 7 月 2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与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主要作为智能计量仪表智
造基地、研发及检测中心及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暨大数据中心。

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计划分三期投资，项目第一期投资约 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 4 亿元，项
目第一期投资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年内完成，后续投资根据项目进度择机启动。 该项目计划用地面
积约 80亩，土地使用年限为 50年，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其四至范围为：景明大街以东、春阳路以西、
盛安大道以北、飞鹰路以南，具体四至边界及面积以国土与规划部门测定为准。 按国家规定土地使用
权通过“招拍挂”出让程序取得，方式为有偿出让。

证券代码：301006 证券简称:迈拓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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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1年 8月 20日，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
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1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1年 8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809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2021-034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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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33）。 经核查，发现有一处内容填报有误，现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一、更正事项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第 3 页“二、公司基本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

况（1）债券基本信息”列表中“债券余额（万元）”一栏金额填报有误，更正如下：
更正前：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铁岭 01 114810 2020年 08月 28日 2023年 08月 28日 250,000,000 7.8%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1铁岭 01 114944 2021年 03月 18日 2024年 03月 22日 320,000,000 8%

合计 570,000,000

更正后：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20铁岭 01 114810 2020年 08月 28日 2023 年 08 月 28
日 25,000 7.8%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21铁岭 01 114944 2021年 03月 18日 2024 年 03 月 22
日 32,000 8%

合计 57,000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导致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和财务数据发生变动。更正后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努力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65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收到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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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衡水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衡水以岭”）顺利通过了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河北省药监局”）组织的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以下简称“GMP 符合性检查”），并收到河北省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单》。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单》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衡水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经济开发区奥冠大街 009号
检查范围：硬胶囊剂（制剂一车间二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提取一车间 A、B 区；前处理一车间

（集团内共用）、提取一车间 C区（集团内共用））
检查时间： 2021年 5月 25日———5月 28日
结论：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及附录要求。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衡水以岭本次获得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结果，表明衡水以岭相关生产线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要求，有利于公司提升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满足广大患者和消费者的
需求。

由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单》。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619 证券简称：*ST艾格 公告编号：2021-061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票存在平仓风

险暨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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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2021 年 8 月 23 日，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收到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国瑞”）发送给上市公司的《违约告知函》，因控股股东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义聚投资”）办理的质押式回购交易涉及违约，质权人长城国瑞拟对义聚投资所质押的
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违约处置，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持股比例
义聚投资 155,543,530 8.43%

二、可能存在的被动减持情况
1、本次可能存在被动减持的原因：2018 年 8 月 1 日，义聚投资与长城国瑞签订了《长城国瑞证券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长城国瑞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购回交易日为 2018年 12月 26日；之后义聚投资又与长城国瑞签订了《长城国瑞证券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延期购回交易协议书》，约定延期购回交易日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同时约定了延期
回购条件。 截止目前，义聚投资已违约；

2、本次存在被动减持股份的来源：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公司股份；
3、可能存在的被动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
4、本次可能存在被动减持数量及比例：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得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本次拟执行股份不超过 3,425.39 万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6%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被动减持实施期间，上市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义聚投资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暂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违约处置告知函》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6
债券代码：128079 债券简称：英联转债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博先生的通

知，获悉翁伟博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 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展期
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注 1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原质押
开始日期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翁伟博
非 第 一 大 股
东， 是一致行
动人

6,000,000 26.57% 1.88% 否 2020.8.20 至质押登记
解除之日

南京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个 人
融资

注 1：总股本以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股本 318,393,413股计算，下同。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2日、2021年 8月 1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质押展期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展
期前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展
期后股份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翁伟武 92,467,200 29.04% 55,778,280 55,778,280 60.32% 17.52% 48,643,280 87.21% 20,707,120 56.44%
翁伟炜 38,194,760 12.00% 20,160,000 20,160,000 52.78% 6.33% 0 0 0 0

翁伟嘉 27,955,200 8.78% 11,616,000 11,616,000 41.55% 3.65% 10,240,000 88.15% 10,726,400 65.65%
翁伟博 22,579,200 7.09% 14,000,000 14,000,000 62.00% 4.40% 0 0 0 0
蔡沛侬 21,026,500 6.60% 15,744,000 15,744,000 74.88% 4.94% 0 0 0 0
柯丽婉 6,451,200 2.03% 3,200,000 3,200,000 49.60% 1.01% 3,200,000 100.00% 1,638,400 50.39%
许雪妮 640 0.000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08,674,70
0 65.54% 120,498,280 120,498,280 57.74% 37.85% 62,083,280 51.52% 33,071,920 37.51%

注：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业务变动是翁伟博先生用于满足个人融资需求，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相关需求。
2、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6,861.93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9.21%，占公司总股本的 25.70%，对应融资余额 21,745.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1,353.83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4.41%，占公
司总股本的 35.66%，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33,415.00 万元。 翁伟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翁伟武先生、翁
伟嘉先生、翁伟炜先生、蔡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

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后续若
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办理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8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告知函有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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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收到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转交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云南铝业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提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具体回复内容详见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云南铝业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793 证券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7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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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查，董事会同意聘任韩风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韩风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公司董事长刘振腾先生不
再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韩风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韩风生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867666
传真号码：021-38867600
电子邮箱：IR@luoxin.cn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 85 号 1 幢、2 幢 1-3 层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候选人简历
韩风生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6年 8月至 2001年 11月

任职于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001 年 11 月至今任职于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罗欣”），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山东罗欣董事及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罗欣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风生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罗欣控股有限
公司 0.5%的股权。 韩风生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证券代码：002793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6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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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23日，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

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20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刘振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董事会同意聘任韩风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候选人简历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1-045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康美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医药”）收到政府企业拆迁

补偿款 21,767,597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取拆迁补偿的基本情况
因江西省樟树市滨江新城的规划， 康美医药位于樟树市洋湖乡武林百岁坊 105 国道旁部分房产

和附属设施设备全部被征收拆迁，根据《樟树市滨江新城企业征迁安置补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和第三

方评估等，康美医药与洋湖乡人民政府签订了《洋湖乡药都南大道延伸段征迁企业拆迁一次性货币补
偿协议书》，本次拆迁货币补偿资金总额为 21,767,597 元。截止公告日，康美医药已收到全部拆迁补偿
款 21,767,597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康美医药部分房产及附属设施设备被征收拆迁不会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带来实质影响。 根

据有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次康美医药获得的补偿款在扣除拆迁资产帐面成本 412.41万元后的
1,764.35万元将计入 2021年度公司损益，具体金额最终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