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18-05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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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资事项概述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公
司8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总额为772,000,000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董
事会审批权限，无须经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漳州新华都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漳州新华都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01月05日
（3）住所：漳州市胜利西路新玑广场一、二层商场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陈志勇
（6）注册资本：7058.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日用百货、日用杂品、工艺品、花卉、五金、化工产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黄金制品、服装、鞋帽、皮具、针纺织品、文体用品、电子计算机、家用电器、通讯器材、
小型机电产品、医疗器械；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种子）；房屋、店面、场地租赁服务；彩色像
片扩印服务；提供停车场停车服务；出版物零售（书刊、音像制品）；卷烟、雪茄烟零售；餐饮服
务；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广告；提供展览展示服务；网上贸易代理服务；体育场所经营管理，体育健身服务，体育
活动的组织与策划（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面包、蛋糕加工与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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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02月07日
（3）住所：泉州市丰泽区田安路丰泽商城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陈志勇
（6）注册资本：23080.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销售：百货、针纺织品、家用电器、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含移动通信设备）、
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花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机械
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照相器材、文体用品及器
材、金银首饰、文化用品、初级农产品、电动自行车、医疗器械；承接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业
务；场地出租；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展览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教育咨询、旅游咨询、住
宿、居民服务、网上贸易代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小吃服务；店堂零售（卷烟、雪茄烟）；音像制品零售、出租；国内版权图书零售；
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未禁止且未规定许可的项目自主选择；应经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或
批准证书经营；中药销售（不含兽药，不含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西药销售（不含兽药，不含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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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明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三明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07月19日
（3）住所：三明市梅列区玫瑰新村66幢负一、二层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尤雪君
（6）注册资本：6664.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销售百货、针纺织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机械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保健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零售黄
金制品；农畜产品购销；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出租柜台；提供商务咨询服务熟食卤味加
工、面包糕点加工、快餐制售；卷烟、雪茄烟、店堂零售；国内版图书、报纸、期刊零售；音像制品
零售；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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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平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南平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0日
（3）住所：建瓯市宏发江景1-3#楼3F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尤雪君
（6）注册资本：3735.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百货、纺织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农产品购销；商务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金融、保险咨询）；场地租赁；音像制品零售；
图书零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卷烟、雪茄烟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批发兼零
售；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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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广东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东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06月07日
（3）住所：汕头市长江路84号翠英庄龙都锦园11、12幢一、二层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陈恩建
（6）注册资本：2911.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食品销售，图书零售，电子出版物零售，卷烟零售，公共场所（商场）；纺织
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
料，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日用杂品，厨房用具，卫生洁具，化妆品及卫生用品，花卉，水产品，
金银制品，珠宝首饰，服装，鞋帽，皮具，文体用品，家用电器，小型机电产品的销售及售后维修
服务，收购农副产品（粮食、棉花及种子除外）；柜台出租；商务信息咨询；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展览服务。
6、英特体育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英特体育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07月16日
（3）住所：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162号新华福广场1#、2#连体楼4层01商场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上官常川
（6）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竞技体育组织服务；非竞技体育组织服务；汽车俱乐部服务；登山俱乐部服
务；攀岩俱乐部服务；室内体育场所服务；室外人工体育场所服务；室外天然体育场地服务；室
内休闲健身服务；室外休闲健身服务；竞技体育科技服务；科学健身咨询服务；体育器材装备服
务；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摄影器材、汽车摩托车配件、机电设备、日用百货、纺织品、药品、化妆
品、图书、报刊、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服装服饰的批发零售；电影放映；KTV歌厅娱乐服务；电子游艺
厅娱乐活动；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室内手工制作娱乐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宠物美容服务；
宠物医院服务；房屋租赁；体育设备出租；鞋帽加工和设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对外贸易；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展览服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饮料及冷饮服务；咖啡
馆服务；酒吧服务（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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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赣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赣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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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厚德路65号办公大楼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上官常川
（6）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卷烟、雪茄烟、书
刊、音像制品批发兼零售;餐饮服务、旅游服务、住宿、医疗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
针织品、纺织品、服装鞋帽、儿童玩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汽车无线发射装置、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等需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珠宝首饰、农产品的批
发、零售；场地租赁服务、居民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艺美术品（不含
文物）、家用电器、文体用品及器材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教育咨询（不含
自营培训及教育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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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江西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西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01月11日
（3）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533号锦绣花园10幢3单元105室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上官常川
（6）注册资本：6350.00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金银首饰、
珠宝饰品的零售；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施工；柜台出租；贸易咨询服务；食品销售、零售卷烟、雪
茄烟、书刊销售、餐饮服务、旅游服务、住宿、医疗服务（仅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工艺美术品、
家用电器、文体用品及器材销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教
育咨询；居民服务 ；大型活动组织服务。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经营情况
1、2017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漳州新华都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
泉州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三明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南平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广东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英特体育有限公司
赣州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17 年

净资产

负债总额

195,985,134.10

-66,219,228.56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62,204,362.66

539,609,942.26

-27,785,549.07

645,093,811.65

-223,651,694.88

868,745,506.53

1,902,155,648.33

-83,722,644.52

117,668,420.43

-25,081,653.28

142,750,073.71

362,662,139.66

-22,222,078.81
-11,367,678.20

60,682,666.09

-10,964,647.53

71,647,313.62

216,418,272.00

22,340,104.91

-8,960,436.74

31,300,541.65

69,956,561.46

-6,782,196.15

109,785,435.03

-4,847,800.93

114,633,235.96

108,942,248.82

-24,302,469.78

21,910,198.60

-14,840,128.53

36,750,327.13

80,594,292.76

-2,384,631.74

85,002,396.92

-59,200,000.38

144,202,397.30

191,712,505.50

-32,652,315.86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2、2018年1-3月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8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漳州新华都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
泉州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三明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南平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广东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英特体育有限公司
赣州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都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18 年 1-3 月

净资产

净利润

157,954,220.40

-68,981,229.52

226,935,449.92

136,708,042.12

-2,762,000.96

615,014,200.58

-226,136,305.80

841,150,506.38

488,857,666.20

-2,484,610.92

107,543,885.39

-25,057,641.90

132,601,527.29

98,158,738.78

24,011.38

52,832,358.26

-11,408,177.82

64,240,536.08

59,013,247.32

-443,530.29

18,886,466.66

-10,058,888.85

28,945,355.51

17,642,749.22

-1,098,452.11

105,068,547.21

-9,052,961.44

114,121,508.65

31,412,485.03

-4,205,160.51

23,067,551.48

-15,439,957.36

38,507,508.84

17,718,681.04

-599,828.83

91,661,832.35

-61,508,883.86

153,170,716.21

45,325,083.19

-2,308,883.48

三、本次增资前后对比
单位：元
公司

增资前

本次增资金额

增资后

漳州新华都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70,580,000.00

110,000,000.00

180,580,000.00

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30,800,000.00

360,000,000.00

590,800,000.00

三明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66,640,000.00

50,000,000.00

116,640,000.00

南平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37,350,000.00

22,000,000.00

59,350,000.00

广东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9,110,000.00

20,000,000.00

49,110,000.00

英特体育有限公司

50,000,000.00

100,000,000.00

150,000,000.00

赣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000,000.00

25,000,000.00

江西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63,500,000.00

90,000,000.00

153,500,000.00

合计

552,980,000.00

772,000,000.00

1,324,980,000.00

四、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对上述子公司增资是为了支持子公司业务拓展，提高市场竞争地位和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规划和业务拓展计划。 本次以自有资金对上述子公司进行增资，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完成后，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切实加强子公司管理，
严控相关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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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于2018年6月13日上午10：00在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62号新华都大厦北楼七层以现场加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
议董事6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金志国先生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
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公司8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总额为772,000,000元。
《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6月13日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6月12日办理完毕，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富通科技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建沂。
三、本次转让前后双方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

持 股 比 例 （% ）

持 股 数 量 （股 ）

持 股 比 例 （% ）

西藏金杖

133,980,000

11.09%

0

0%

富通科技

0

0.00%

133,980,000

11.09%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13日

公告编号：2018-049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8年6月12日接到控股股东深
圳市华建盈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建盈富” ）通知，华建盈富将其所持公司部
分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是否为第一
股东名称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延期购
质押

质押开始日

股数

期

是

日

日

质权人

回股份占其
所持股份 比

用途

例

深圳市华建 盈富
投资企 业（有限合

原质押到期 延期后到期

1,270 万股

伙）

2、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1 2018 年 6 月 6 2018 年 9 月 6 信达证券股 份
日

日

日

有限公司

8.98%

补充流动
资金

股东名称

深圳市华建盈富投
资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深圳市华建盈富投
资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深圳市华建盈富投
资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是否为第一大股

质押

东及一致行动人

股数

本次质押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100 万 股

2018 年 6 月 11 日 2018 年 10 月 25 日

是

200 万 股

2018 年 6 月 11 日

200 万 股

占其所持

用途

股份比例

是

是

质权人

2018 年 6 月 11 日

2019 年 3 月 5 日
2019 年 3 月 20 日

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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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补充质押

1.41%

补充质押

1.41%

补充质押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华建盈富共持有公司股份141,43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39%；本次质押
后，该股东累计已质押股份133,1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26%，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4.15%。
二、备查文件
1、信达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委托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公告编号：2018-04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书面通
知于2018年6月8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8年6月12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
的法定人数。 公司的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
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的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取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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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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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业科技” ）与深圳市光辰启新科
光辰启新” ）及济南哈工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以下简称“
哈工智慧” ）共同出资人民币50万元设立扬州哈工爱威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公
爱威公司” 或“标的公司” ），其
司名称以其所在工商局名称预核准的结果为准，以下简称“
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5万元，持股比例5%。
2、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须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本次投资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中规定的风险投资范畴，不属于风险投资。
3、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
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 按照《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其他出资方的基本情况
1、光辰启新
公司名称：深圳市光辰启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436453U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兴路21号万骏经贸大厦8层811
法定代表人：沈浩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月19日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研
发及销售、技术咨询；工业产品设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商务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会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经营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2、哈工智慧
公司名称：济南哈工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81MA3MPCTN4F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秀水大街南首路东双山街道办事处办公楼B1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哈工大（嘉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2月11日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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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爱威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扬州哈工爱威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公司名称以其所在工商局名称预核准的
结果为准）
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浩
注册地址：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马场创业街7号楼。
经营范围：研发、制作、加工及销售：皮革自动化机械设备、光电一体化设备、机器视觉检
测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营范围以其所在工
商局最后核定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
股权结构：
序号

公告编号：（临）201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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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简述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5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
藏金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金杖” ）送达的《西藏金杖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富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及《告知函》，告知公司其
与浙江富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通科技” ）签订协议，拟将所持公司133,98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9%）全部转让给富通科技。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富通科技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建沂，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9日、5月21日、5月23日、6月5日、6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更新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控股股东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后） 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更新后）。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过户情况
上述西藏金杖与富通科技133,980,000股股份转让事宜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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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光辰启新科技有限公司

45 万 元

2

济 南 哈 工 智 慧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2.5 万 元

3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万 元

5%

50 万 元

100%

合 计

90%
5%

四、对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光辰启新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济南哈工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系表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拟就该等技术进行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和应用。

证券代码：00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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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和丙方有意与甲方合作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就表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产品研发、市
场推广和应用展开深入合作。
1、合资公司设立：
1.1甲乙丙三方作为股东共同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发起设立扬州哈工爱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其所在工商局最后核定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以下简称“
爱威公司” ）。
1.2爱威公司注册资本金50万元，其中：
1.2.1甲方认缴注册资本金45万元，以货币出资，持有90%的股权；
1.2.2乙方认缴注册资本金2.5万元，以货币出资，持有5%的股权；
1.2.3丙方认缴注册资本金2.5万元，以货币出资，持有5%的股权。
2、表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定义为：针对工业领域中各类产品的表面质量判定，利用工业
摄像头，镜头、光源等光学成像系统，拍摄待测物体的表面图像，根据智能算法判定待测物体
是否存在质量缺陷的技术手段；
2.1甲方基于该等技术已取得如下知识产权：软件著作权“
皮革缺陷自动检测软件” ；
2.2甲方及其核心技术团队承诺将上述2.1条款所述的知识产权无偿转让予以爱威公司；
2.3 甲方及其核心技术团队承诺基于表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所对应的尚未申请的知识
产权及未来二次研发延伸出来的知识产权均由爱威公司无偿享有， 甲方或其核心技术团队
作为技术方、发明人不再享有任何的权利；
3、爱威公司业务范围：基于上述第2条款所述的表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和所延伸的知识
产权（现在和未来），爱威公司将致力于表面视觉检测技术进一步研发及该等技术可应用的
领域内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应用，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设备制造和销售、
设备维护，爱威公司营业执照所载明的营业范围至少要包含上述业务范围。
4、竞业限制条款
4.1 甲方作为爱威公司的核心技术方，甲方及其核心技术团队应勤勉尽责，在爱威公司
存续期间， 不得再自行或通过任何关联主体从事或经营任何与爱威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业
务；
4.2 如若甲方或其核心技术团队违反本竞业限制条款，则乙方和丙方均有权要求甲方或
其核心技术团队按照下述两种方式任选其一承担违约责任：
4.2.1 有权要求甲方或其核心技术团队无偿将其违反竞业限制条款的业务纳入爱威公
司，并将基于该业务所得归属于爱威公司所有。 同时甲方或其核心技术团队应基于该业务所
得总额向守约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比例支付违约金；
4.2.2 有权要求甲方或其核心技术团队按照守约股东投资总额的3倍乘以投资年限 （不
满一年的计一年）作价，受让守约股东所持有的爱威公司股权比例；
4.2.3 对此，甲方及其核心技术团队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5、公司治理及董事会
5.1 公司成立之初暂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沈浩担任。 后续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再行组建董事会，届时董事会的组成和议事规则应遵循如下5.2、5.3和5.4条款的约定。
5.2 组建董事会后，则董事会将由3人组成，甲方有权委派1人担任爱威公司董事，乙方有
权委派1人担任爱威公司董事，丙方有权委派1人担任爱威公司董事。
6、股东权利
6.1 反稀释条款：如若爱威公司未来拟再进行融资，则后续融资的价格不得低于本轮价
格。 如若经股东会一致同意后执行低于本轮的价格，则甲方应稀释相应的股权比例予以乙、
丙方，以满足爱威公司本轮的融资价格与该轮的融资价格一致；
6.2 合格IPO条款：就爱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地、发行价格应取得全体股东的
一致认可方可执行；
6.3 股权锁定：爱威公司合格IPO之前，未经全体股东同意，甲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股份；
6.4 共同出售权：爱威公司合格IPO之前,若甲方向第三方转让股份,乙、丙方有权按照拟
出售股份的甲方与第三方达成的价格与条件进入到该项交易中,按照原股东和乙、丙方在目
标企业中目前的股份比例向第三方转让股份。
7、违约责任：
7.1 协议各方均应切实履行其各自在本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如若任何一方未能切实履
行义务的，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履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直至解除本合作协
议、解散合资公司。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往制革企业依靠人工对每张皮面的缺陷面积，缺陷分布情况等进行分级筛选，但受限
于操作人员主观认知差异，容易造成判定标准不统一。 爱威公司能够为制革企业提供皮革缺
陷自动识别的解决方案，采用表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对皮面进行识别筛选，筛选标准统一，
且能够降低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提升检测效率。
公司此次与光辰启新和哈工智慧共同出资设立爱威公司， 将借助爱威公司的平台就表
面缺陷视觉检测技术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应用展开深入合作，此举有助于提高公司皮革生
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特此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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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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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业科技” ）于2015年7月10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于2015年7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15-055）。
二、最新进展
因公司战略规划需要，考虑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商业风险等因素
的影响，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和董事会研究决定，取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印
尼”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此次公司取消在印尼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
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在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批。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2日

公告编号：2018-047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HSK3486注射液获得Ⅱ期临床研究统计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于近日知悉公司研发的麻醉药物HSK3486乳状注射液结肠镜检查Ⅱb期临床研究统计分析
报告已定稿签字。 为使投资者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公司现将主要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HSK3486乳状注射液；
主要研发阶段：结肠镜检查麻醉适应症的Ⅱ期临床研究已结束 ；
批件号：2016L02535；
获得临床批复时间：2016年1月29日；
累计研发支出：11,948万元。
二、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本品麻醉诱导、ICU镇静等其他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目前处在不同的临床研究阶段。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丙泊酚是麻醉镇静领域的金标准药物， 占据静脉麻醉药物最大的市场份额， 应用也最
广，可用于麻醉科、重症监护室和门诊手术室等多科室。 根据IMS数据，丙泊酚2017年国内销
售额为3.4亿美金，并多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速，占据同领域药物60-70%的整体份额。 丙泊
酚作为静脉麻醉剂的王者，具有起效和苏醒时间较为迅速等优点，但与此同时丙泊酚临床使
用时50%左右的患者会出现注射痛，易导致呼吸抑制，且在临床大量使用时，由于脂质摄入量
大，易造成血中甘油三酯升高。
四、临床研究结果主要结论
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05月， 公司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进教授牵头的中国8家医院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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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94例门诊结肠镜检查患者开展了一项在诊断性结肠镜检查患者中评价HSK3486乳状注射
液镇静/麻醉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丙泊酚平行对照的Ⅱb期临床研究。 依据
目前的临床研究统计报告，公司分析得出该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HSK3486保持了丙泊酚快速起效， 迅速清醒且可预计的特点， 结肠镜检查成功率均为
100%，HSK3486的效价为丙泊酚的4-5倍，等效剂量下诱导成功时间、完全苏醒时间与丙泊酚
相当且麻醉医生满意度比丙泊酚更高。HSK3486安全性良好，与丙泊酚相比，减少了注射痛的
发生，降低了呼吸抑制程度，同时具有降低脂质用量，减少高甘油三酯等代谢相关问题的潜
力。
五、该项目的后续主要工作情况
公司将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法规，尽快开展HSK3486 Ⅲ期临床研究。 此外，公
司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开展HSK3486其他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六、主要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
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目前HSK3486仅完成
Ⅱ期临床试验，尚需开展Ⅲ期临床研究，在后期的临床研究与申报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由
于项目本身、申报材料质量无法达到评审要求而导致的研究失败、发补、退审等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公告编号:2018-76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补充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6月13日，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本公司” 或“
陕
西金叶”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裕文化” ）通知，万裕文
化一致行动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嘉兴” ）将
其持有的陕西金叶部分股份分别对万裕文化在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第
一创业” ）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部证券” ）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进行了补充质押，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原质押的基本情况
（1）2017年9月20日，万裕文化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5,324,572股质押给
第一创业，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解除及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3 号】）；2017年12月20日，重庆金嘉兴将其持有的
10,000,000股陕西金叶股份对上述万裕文化在第一创业开展的25,324,572股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进行了补充质押（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安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93
号】）。
2018年5月9日，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由512,461,743股变更为
768,692,614股。 上述初始质押股份25,324,572股变更为37,986,858股，补充质押股份10,000,000
股变更为15,000,000股。
（2）2018年5月28日，万裕文化将其持有的69,000,000股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在西部
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业务。（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67号】）。

2、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质押

大股东及一

股数

致行动人

（股 ）

质押

质押

开始日期

到期日

重庆金嘉兴
实业有限公

是

14,909,403

2018 年 6 月 11 日

司

实业有限公

是

15,000,000

2018 年 6 月 12 日

合计

第一创业证

质押登记手

券股份有限

续之日止

公司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司

-

29,909,403

-

-

其所持股份

用途

比例

至办理解除

至办理解除

重庆金嘉兴

本次质押占
质权人

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用于对万裕文化在第一

18.22%

创业开展的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进行补充质押
用于对万裕文化在西部

18.33%

证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进行补充质押

36.55%

-

重庆金嘉兴的股份质押是对控股股东万裕文化上述两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
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万裕文化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11,486,8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0%，均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重庆金嘉兴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81,813,21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0.64%，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万裕文化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 押111,486,858股，占公司总股本
768,692,614股的14.50%；重庆金嘉兴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44,909,403股，占其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4.89%，占公司总股本768,692,614股的5.84%。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 押明细。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