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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18年12月4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由于激励对象离职的原因， 公司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注销2名激励对象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0,000股，回购价格为9.177元

/股，具体情况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7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千禾味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1）。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前述限制性股票回购过户手续。2019年1月11日，上述股

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该账户内的40,000股限制性股票将注销。注销完成后，公

司注册资本由326,200,000元减少为326,160,000元（未考虑可转债转股引起的公司股份总数变

动），公司将结合可转债转股情况，适时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1,238,168 -40,000 191,198,168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964,546 0 134,964,546

合计 326,202,714 -40,000 326,162,714

注：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千禾转债” 已进入转股期，本表中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据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数据。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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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及启用新公章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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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启用新公章的说明

2018年12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更换公司公章和合同章的议案》等议案，选举黄灵谋为公司董

事长，原公司公章（编号：1401005030873）作废并不得再使用。

公 司 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 领 取 新 的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140000160963703Y），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灵谋；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启用新的公司公

章（编号：1401106021672）。

公司已启用新公司公章，原公司公章及其所形成的空白凭证和空白文件一律作废并不

得再使用，继续使用原公司公章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使用当事人自行承担。

二、关于子公司广东双林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启用新公章的说明

2018年12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杨成成女

士为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议案》等议案，选举杨成成女士

为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双林” ）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广东双林于 2019年 1月 14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

91440800232100924M），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成成；同日，广东双林启用新的公司公章(编

号：4408990001840)，原公司公章（编号：4408084003201）作废。

广东双林已启用新公司公章，原公司公章及其所形成的空白凭证和空白文件一律作废

并不得再使用，继续使用广东双林原公司公章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使用当事人自行

承担。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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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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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客运运力

投入 （按可利用客公里计） 同比上升10.91%， 其中国内、 地区、 国际分别同比上升9.89%、

11.43%、13.15%；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9.81%，其中国内、地区、国际分别同

比上升7.81%、10.13%、14.24%；客座率为81.03%，同比下降0.81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和地区同比

下降1.55和0.90个百分点，国际同比上升0.79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2018年12月货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吨公里一货邮运计）同比上升12.19%；货

邮周转量（按收入吨公里一货邮运计）同比上升8.66%；货邮载运率为51.43%，同比下降1.67个

百分点。

2018年12月，本集团新增主要航线情况如下：2018年12月11日起，本集团新增福州-巴黎-

福州航线（每周三班）；2018年12月18日起，本集团新增沈阳-洛杉矶-沈阳航线（每周三班）；

2018年12月20日起，本集团新增北京-伊斯坦布尔-北京航线（每周三班）。

2018年12月， 本集团引进飞机13架， 包括2架B737-800，3架B737-8，1架B787-9，4架

A320NEO，2架A321NEO和1架A330-300。截至2018年12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840架飞机，具

体保有情况如下：

机型 自行保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空客380系列 3 2 0 5

空客330系列 10 30 10 50

空客320系列 94 83 122 299

波音787系列 2 23 5 30

波音777系列 8 14 0 22

波音757系列 4 0 0 4

波音737系列 153 84 165 402

波音747系列 2 0 0 2

EMB190系列 6 0 20 26

合计 282 236 322 840

2018年12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载运量

2018年12月 2018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国内 14,777.67 0.41 7.81 178,972.11 11.56

地区 282.66 1.08 10.13 3,304.77 12.61

国际 7,029.36 13.92 14.24 76,909.55 14.22

合计 22,089.69 4.36 9.81 259,186.43 12.35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国内 1,460.45 0.28 6.94 17,430.78 10.08

地区 27.60 0.94 9.73 315.38 11.63

国际 1,121.77 4.09 12.91 12,559.70 12.10

合计 2,609.83 1.89 9.46 30,305.87 10.93

收入吨公里一货邮运(百万)

国内 147.24 2.58 0.25 1,666.06 -1.43

地区 2.54 3.97 5.58 25.03 1.13

国际 502.92 -4.99 11.41 5,814.82 9.84

合计 652.70 -3.35 8.66 7,505.90 7.09

载客人数(千人)

国内 9,721.40 -0.67 5.75 119,491.96 10.01

地区 218.30 1.86 7.73 2,527.04 8.47

国际 1,574.63 10.58 14.72 17,862.74 16.35

合计 11,514.33 0.78 6.93 139,881.74 10.75

货运及邮运量(千吨)

国内 91.07 1.83 -0.95 1,040.35 -0.75

地区 2.19 3.98 6.02 21.85 -0.73

国际 57.98 -4.56 10.33 664.37 10.37

合计 151.24 -0.69 3.19 1,726.57 3.25

载运力

2018年12月 2018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可利用客公里(ASK)(百万)

国内 18,415.43 0.98 9.89 216,175.00 11.23

地区 371.42 3.45 11.43 4,383.60 14.04

国际 8,475.94 10.40 13.15 93,884.33 13.87

合计 27,262.79 3.76 10.91 314,442.93 12.04

可利用吨公里(ATK)(百万)

国内 2,093.40 0.33 10.34 24,550.66 10.75

地区 42.79 3.47 11.32 503.53 12.70

国际 1,586.55 5.43 12.69 17,675.44 12.46

合计 3,722.73 2.48 11.34 42,729.63 11.47

可利用吨公里一货邮运(百万)

国内 436.01 -2.06 12.07 5,094.91 8.95

地区 9.36 3.56 10.94 109.01 8.08

国际 823.71 1.21 12.27 9,225.85 11.20

合计 1,269.08 0.08 12.19 14,429.77 10.37

载运率

2018年12月 2018年累计

数值

(%)

环比

(百分点)

同比

(百分点)

数值

(%)

同比

(百分点)

客座率(RPK/ASK)

国内 80.25 -0.45 -1.55 82.79 0.25

地区 76.10 -1.79 -0.90 75.39 -0.96

国际 82.93 2.56 0.79 81.92 0.25

合计 81.03 0.47 -0.81 82.43 0.23

货邮载运率

国内 33.77 1.53 -3.98 32.70 -3.45

地区 27.09 0.11 -1.37 22.96 -1.58

国际 61.06 -3.98 -0.47 63.03 -0.78

合计 51.43 -1.83 -1.67 52.02 -1.59

总体载运率(RTK/ATK)

国内 69.76 -0.04 -2.22 71.00 -0.43

地区 64.50 -1.62 -0.94 62.63 -0.60

国际 70.71 -0.45 0.13 71.06 -0.23

合计 70.11 -0.40 -1.21 70.92 -0.35

注：1、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2、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3、收入吨公里一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4、可利用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5、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6、可利用吨公里一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7、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客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8、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一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一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9、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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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威奇达” ）收到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证书相关信息

证书编号：SX20180255

企业名称：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1、山西省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2、山西省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医药园区

认证范围：1、粉针剂（头孢菌素类，头孢粉针车间（B线）K2线）

2、原料药（阿莫西林、青霉素V钾、双氯青霉素钠，青霉素原料车间西线）

有效期至：2023年12月23日

发证机关：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子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医药园区、第二医药园区

法定代表人：苗瑞春

注册资本：59393.939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粉针剂、片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硬胶囊剂、颗粒剂、食品添加

剂（L-精氨酸）、口服混悬剂、化工医药中间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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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药威奇达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GMP证书涉及的生产车间情况

本次《药品GMP证书》认证的车间主要生产产品及产能情况如下：

生产车间名称 品名 规格 设计生产能力

青霉素原料车间西线

阿莫西林 - 4000吨/年

青霉素V钾 - 400吨/年

双氯青霉素钠 - 200吨/年

头孢粉针车间（B线）K2线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0.5g

10000万支/年

注射用头孢拉定 0.5g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1.0g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1.0g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4.0g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2.0g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1.5g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0.75g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3.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0.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1.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1.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2.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3.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4.0g

注射用头孢他啶 1.0g

注射用头孢他啶 0.5g

注射用头孢他啶 0.75g

注射用头孢他啶 1.5g

注射用头孢他啶 2.0g

注射用头孢他啶 3.0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75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5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5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0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25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2.25g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2.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2.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0.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3.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4.0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2:1 1.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2:1 0.75g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2:1 3.0g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0.5g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1.0g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1.0g

注射用头孢尼西钠 1.0g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0.5g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1.0g

四、产品的市场情况

本次通过GMP认证的青霉素原料药车间所生产的3个产品均为青霉素类抗生素，主要通

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生成而达到杀菌的目的， 临床上主要用于细菌感染； 头孢粉针车间（B

线）K2线所生产的44个品规的制剂产品均为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其作用机理及临床应用与青

霉素类抗生素相同，但其引起的过敏反应较青霉素类低。根据米内网统计的重点城市样本公

立医院的销售数据显示，头孢菌素类制剂产品2017年度销售额约为769,684万元人民币，公司

无法获得原料药产品的权威销售数据。2017年国药威奇达的阿莫西林原料药销售收入约为

67,406.46万元人民币，头孢菌素制剂类产品销售额约为4,064.45万元人民币。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国药威奇达通过GMP认证为原有《药品GMP证书》到期后进行的再认证，表明国药

威奇达相关生产线符合现行 GMP�要求， 将有利于国药威奇达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和

生产能力，以满足相关药品的市场需求。本次获得药品 GMP�证书将不会对子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行业的固有特点，各类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行业政策

等因素多重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20� � �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2019-006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川抗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川抗” ）收到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证书相关信息

证书编号：SC20180096

企业名称：国药集团川抗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新文路2号

认证范围：原料药（盐酸格拉司琼）、片剂、硬胶囊剂、干混悬剂、口服溶液剂、软胶囊剂

有效期至：2024年01月9日

发证机关：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子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国药集团川抗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新文路2号

法定代表人：许日泉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药物中间体、药物杂质等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培训、分析测试；生产原料药、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混悬剂、口服

液、口服溶液剂（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生产范围经营）货物、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技术

进出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国药川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2%股权。

三、GMP证书涉及的生产车间情况

本次《药品GMP证书》认证的车间主要生产产品及产能情况如下：

生产车间名称 品名 设计生产能力

合成车间一 盐酸格拉司琼原料 36KG/年

液体制剂车间 口服液生产线 205万支/年

固体制剂车间

胶囊生产线 1000万粒/年

片剂生产线 4716万片/年

干混悬剂生产线 58万袋/年

四、产品的市场情况

本次通过GMP认证的车间所生产药品主要为免疫抑制剂及免疫增强剂， 临床上主要用

于器官移植和自身免疫性相关疾病，如肾病综合征、狼疮肾炎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根据PDB

重点城市样本公立医院销售统计数据，免疫抑制剂及免疫增强剂类产品2017年度合计销售额

约为801,974万元人民币。2017年国药川抗的上述产品合计销售收入合计约为19,843.15万元

人民币。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国药川抗通过GMP认证为原有《药品GMP证书》到期后进行的再认证，表明国药川

抗相关生产线符合现行 GMP�要求， 将有利于国川药抗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

力，以满足相关药品的市场需求。本次获得药品 GMP�证书将不会对子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由于医药行业的固有特点，各类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行业政策

等多重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628� � �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4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季度及全年光伏电站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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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一号一一光伏》（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清源

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第四季度光伏电站经营数据披露

如下：

一、2018年第四季度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区域 装机容量（MW）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万千瓦

时）

结算电量（万千瓦

时）

上网含税电价（元/千瓦

时）

地面集中式

内蒙古 43.00 1,756.08 1,756.08 1,756.08 0.90/0.65

山东 11.47 282.28 282.28 282.28 1.00

新疆 20.00 499.88 499.88 499.88 0.95

屋顶分布式

安徽 5.69 86.44 86.44 86.44 注1

宁夏 2.00 31.52 31.52 31.52 0.80

福建 94.39 2,527.04 2,527.04 2,527.04 注1

江苏 1.30 18.29 18.29 18.29 注1

注1：光伏电站的上网电价包含当地脱硫煤电价（或与用电用户商定电价）+可再生能源

补贴，根据光伏电站项目类别、地区及并网时间的不同，电价不同。

二、2018年累计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区域 装机容量（MW）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地面集中式

内蒙古 43.00 3,474.45 3,474.45 3,474.45

山东 11.47 1,379.49 1,379.49 1,379.49

新疆 20.00 2,069.40 2,069.40 2,069.40

屋顶分布式

安徽 5.69 435.51 435.51 435.51

宁夏 2.00 186.22 186.22 186.22

福建 94.39 9,607.34 9,607.34 9,607.34

江苏 1.30 76.22 76.22 76.22

前述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康美药业 证券代码：600518� � � �编号：临2019-004

债券代码：122354� � � �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债券代码：143730� � � � �债券简称：18康美01

债券代码：143842� � � � �债券简称：18康美04

优先股代码：360006� � � � �优先股简称：康美优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2019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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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登记日：2019年1月25日（星期五）

债券付息日：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1月26日和1月27日为休息日， 付息日顺延至1月28

日）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5年1月27日发行的康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9年1月28日开始支付自

2018年1月27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和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5康美债。

3、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22354。

4、发行总额：人民币24亿元。

5、发行主体：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5.33％，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内固定不变。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公司可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本

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投资者可选择是否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如投

资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年利率加

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8、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3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起息日：2015年1月27日。

10、付息日：2016年至2022年每年的1月2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的1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1、 兑付日：2022年1月27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年1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公司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和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15康美债” 的票面利率为

5.33%，每手“15康美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3.3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9年1月25日。

2、本次付息日：2019年1月28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9年1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15康美债”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

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

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机构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

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

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收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108号）等规定，2018年11月7日至2021年11月6日期间，本期债券非居民企

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其他债券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投资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段小霞，电话：0755-33915822，传真：0755-86275777，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下梅林泰科路，邮编：518000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晋、林焕伟、林焕荣，电话：020-87555888,传真：020-87557566,地址：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电话：021-68870114，传真：021-6887006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

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邮编：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169� � �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19-003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1月14日，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及子公司累计获到各类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134.70万元（未经审计），其中实际到账补助

资金4.70万元，已获得相关批文暂未到账补助资金13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补助项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

金额

实际到账金

额

补助依据

与资产/收益

相关

1

2018年度第二批洛阳市

专利奖励

2018年12月29日 0.2 0.2 洛市知【2018】31号 与收益相关

2 稳岗补贴 2018年12月29日 4.50 4.50 豫人社【2015】3号 与收益相关

3

2016年度洛阳市小巨人

培育达标企业奖励

- 80 - 洛政【2018】33号 与收益相关

4

2018年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

- 50 - 豫财科【2018】106号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134.70 4.70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石化” ）于2019年1月14

日收到洛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表彰奖励2016年度洛阳市小巨人培育达标企业的通报》（洛

政[2018]� 33号）及河南省财政厅文件《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的通知》（豫财科[2018]106号），瑞泽石化分别获得2016年度洛阳市小巨人培育达标企业奖励

80万元和2018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50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政府补助共计

130万元暂未收到。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划分上述各类政府补

助类型，并确认和计量上述事项。

上述政府补助中，134.70万元全部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确认。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

益的影响情况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获得相关批文暂未收到补助资金的政府补助累计为236.6万元（含

本公告披露的130万元），公司将在补助资金实际拨付至账户时进行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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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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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西经济开发区海滨路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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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6,26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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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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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左洪波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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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迪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暨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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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63,591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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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暨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473,848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计算奥瑞德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表决情况。

2、以上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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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马雷、王佳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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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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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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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专利证书情况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

日共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0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焊接夹具及靶材组件的制作方法 发明 201410428014.3 2014/8/27 2018/8/10

2 靶材侧面切槽刀具 发明 201510493047.0 2015/8/12 2018/8/10

3 靶材组件的表面处理方法和工具 发明 201510447283.9 2015/7/27 2018/8/10

4 焊接方法 发明 201410453557.0 2014/9/5 2018/8/21

5 金属铬的结构显示方法 发明 201410688180.7 2014/11/25 2018/8/28

6 靶材热处理方法 发明 201510409485.4 2015/7/13 2018/8/28

7 靶材的回收方法 发明 201410855475.9 2014/12/31 2018/10/30

8 聚焦环凸台的加工方法 发明 201510836669.9 2015/11/25 2018/10/30

9 钼硅靶材的制造方法 发明 201410667330.6 2014/11/20 2018/11/27

10 避免边缘长瘤的靶材结构 发明 201510278546.8 2015/5/27 2018/11/27

注：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取得国内专利228项，包括发明专利182项，实用新型46项。

另外，公司取得韩国发明专利2项、中国台湾地区发明专利1项。

二、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上述10项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品质，改进生产工艺，充分发挥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从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

力。此外，上述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当期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