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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权益被动稀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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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 ）自2018年6月1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2020年1月10日，公司可转债转股股数累计

为3,194,911股，公司最新总股本为203,194,911股，导致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粤科智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科智景” ）持股比例由原来的5.00%被动稀释至

目前的4.94%。具体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公

开发行了35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4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31】号” 文同意，公司3.5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7年12月2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债券代码“128025”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自2018年6月1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2020年1月10日，公司可转债累计有499,544

张转换成公司股份，转股股数累计为3,194,911股，公司最新总股本为203,194,911股。

公司可转债开始转股后，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粤科智景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公司总股本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公司总股本（股） 持股比例（%）

粤科智景 10,045,216 200,904,308 5.00 10,045,216 203,194,911 4.94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备查文件

广东粤科智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200152� � � �证券简称：山航B� � � �公告编号：2020-01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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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

国民用航空局、各级政府、各地机场等给予的支线补贴、政府补贴、航线补贴等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共计约9,953.0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提供补助的主体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是否与日常经营

活动相关

补助类

型

会计处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

支线补贴 2,710,000.00

《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

行办法》民航发【2013】

28号

是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

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 中国民用航

空局等

其他政府补

贴

12,883,666.56 是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

益

各地机场、 财政局

等

航线补贴 83,937,196.97 是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

益

合计 99,530,863.53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2019年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获得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约9,953.09万元，计入其他收益。以前年度

获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受益期内摊销，2019年度公司确认收入315.36万元， 计入其

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合计10,268.45�万元，预计增加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约7,701.33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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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737� � �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0-005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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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人民币15,351万元到19,751万元，同比增加69%到89%。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

加人民币13,783万元到18,183万元，同比增加73%到9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37,600万元到4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15,351万元到19,751万元，同比增

加69%到89%。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人

民币13,783万元到18,183万元，同比增加73%到96%。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22,248.8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8,863.53万元。

（二）每股收益：人民币1.19元/股（按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例调

整计算）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公司主营涂料业务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2、本期将广州大禹防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助款，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1,600万元左右。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0-005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子公司通过FDA认证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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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子公司武汉人福利康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利康” ，公司持有其67.33%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

约定，公司持有其100%权益）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通知，人福利康口服固

体制剂车间通过了美国FDA认证（原文为：“When� the� Agency� concludes� that� an� inspection�

is ‘closed’ under� 21� CFR� 20.64 (d)(3), � it� will� release� a� copy� of� the� EIR� to� the� inspected�

establishment” ，EIR编号为3014919801）。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人福利康成立于2016年1月，法定代表人沈洁，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注册地址武汉市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C7栋216室。人福利康自2018年起，面向中美市

场，从事药品研发、生产以及药品上市持有人的委托生产业务。该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56.08万元， 净利润-1,390.7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92.52万元， 净利润-508.29万

元。

本次FDA认证涉及公司全资子公司Epic� Pharma,� LLC�计划将部分产品的生产业务转移

至人福利康的口服固体制剂车间。 该口服固体制剂车间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

二路98号，主要生产片剂、硬胶囊剂型的药品，设计产能为10亿片（粒）/年，人福利康对本次

FDA认证的累计投入约为人民币500万元。

本次人福利康口服固体制剂车间通过美国FDA认证，有利于公司开展仿制药、新药中美

同步申报相关工作，将对公司拓展国际化业务带来积极影响。药品国际化业务容易受到国内

外市场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20-003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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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均没有影响。

2020年1月14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以9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合并财务报表。同时废止2019年1月18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1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调整：

（1）合并资产负债表

①增加“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项储备”项目。

②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

③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

（2）合并利润表

①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

②调整“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列报顺序。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项目。

（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公司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要求。

（四）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

（五）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要求。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

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均没有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进

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20-001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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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1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编报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陈宏、何云、吴开超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编号：临2020-003）。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20-002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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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监事

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第十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1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5名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20-00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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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一电力》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2019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部（遂宁地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11.558万千瓦，为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在

公司自有的供电区域内销售。

项目

2019年第四季

度

2018年第四季

度

季度同比增

减变动幅度

（%）

2019年度 2018年度

年度同比

增减变动幅度

（%）

自发电量

（万千瓦时）

17,643.59 15,046.96 17.26 64,397.68 54,687.16 17.76

自发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17,387.23 14,648.81 18.69 63,438.62 53,857.31 17.79

售电量

（万千瓦时）

51,878.70 47,549.82 9.10 221,158.09 216,866.64 1.98

售电均价

（元/千瓦时）（不

含税）

0.5588 0.5789 -3.47 0.5794 0.5972 -2.98

二、本公司持有46%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华龙公司” ）所属的炉城电站（甘孜州康定地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3.00万千瓦（本公司

权益装机容量为1.38万千瓦），为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及参与市

场化交易的客户。

项目

2019年第四季

度

2018年第四季

度

季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年度同比

增减变动幅度

（%）

自发电量

（万千瓦时）

3,040.27 2,821.62 7.75 8,158.99 5,796.73 40.75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2,645.27 2,704.84 -2.20 7,661.81 5,605.57 36.68

其中：市场化交易电

量

（万千瓦时）

1,727.66 2,343.83 -26.29 2,938.49 2,343.83 25.37

市场化交易电量占

上 网 电 量 的 比 例

（%）

65.31 86.65

减少21.34个百

分点

38.35 41.81

减少3.46个百分

点

上网均价

（元/千瓦时）

（不含税）

0.2138 0.2518 -15.09 0.2027 0.2043 -0.78

华龙公司本报告期自发电量和上网电量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 主要原因是该公

司上年同期受机组检修、机器设备故障、支持康定市政府“2014年地震灾后重建” 项目建设停

机等因素影响，自发电量和上网电量较少。

三、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售水情况

项目

2019年第四季

度

2018年第四季

度

季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年度同比增减变

动幅度（%）

售水量

（万吨）

1,017.72 966.83 5.26 4,005.68 3,801.11 5.38

售水均价

（元/吨）

（不含税）

2.05 2.16 -5.09 2.16 2.20 -1.82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20-005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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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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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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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0,770.58 159,993.31 0.49

营业利润 12,228.45 11,933.69 2.47

利润总额 11,615.48 11,828.47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7.44 10,178.10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30.31 8,446.08 1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4 0.242 -3.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9 4.79 减少0.40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28,968.59 316,055.06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35,143.67 223,180.90 5.36

股本 42,143.27 32,417.9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58 6.88 -18.9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3、2019年7月，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公司总股本转增前为324,178,977�股，转增后为421,432,670股。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有关规定，报告期及比较期的每股收益按照转增

后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0,770.5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0.49%； 营业利润12,

228.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7%；利润总额11,615.4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77.4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830.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39%。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28,968.59万元，比报告期初增加4.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235,143.67万元，比报告期初增加5.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58元，

比报告期初减少18.90%。

（三）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有所增加，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上网发电量71,100.43万千瓦时，

比上年同期增加19.57%；二是销售自来水4,005.68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5.38%。

（四）增减幅度较大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比报告期初增加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报告期

初减少18.90%，原因是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方案实施

前的总股本324,178,977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共转增97,253,

693股。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具体数据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提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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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66� � �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0-001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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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9,889万元到10,878万元，同比

增加50%到65%。

2、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8,964万

元到10,159万元，同比增加50%到7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296万元到4,285万元，同比增加50%到65%。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

比，将增加2,988万元到4,183万元，同比增加50%到7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92.6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5,975.89万元

（二）每股收益：0.3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起重机和智能物料搬运解决方案，

公司管理层积极落实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进一步加强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公司

起重机相关业务及工程机械业务均获得稳健发展。

（二）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影响：2018年12月，公司完成对奥地利RVH、RVB两家公司100%

股权的收购，最终实现对Voithcrane100%控股。2019年8月，公司完成对国电大力75%股权的收

购。报告期内，上述公司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预告数据仅为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会与年审会计机构审计数据有一定差异，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并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0-001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注册批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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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的《药品注册批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Moxifloxaci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主要成份：盐酸莫西沙星

剂型：注射剂

规格：20ml:0.4g（按C21H24FN3O4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5类

药品有效期：12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93431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4年12月29日

药品生产企业：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莫西沙星属于第四代广谱氟喹诺酮类抗感染药物，与前三代抗感染药物相比，对革

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厌氧菌等常见病原菌的抗菌活性更强，同时具有安全性高、耐药

率低的优势。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成人（≥18岁）敏感细菌所引起的感染，包

括社区获得性肺炎、急性细菌性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复杂性腹腔内感染、皮肤和

皮肤组织感染等。

公司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目录 （2019年

版）》乙类药品。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盐酸莫西沙星因其较高的临床价值，未来市场前景良好，公司的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获

批上市，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抗感染领域的产品结构，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抗感染治疗领域产

品市场的竞争力，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四、风险提示

公司在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后将尽快启动生产和销售工作， 但产品的经营情况可能受市

场环境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药品注册批件》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69� � �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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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4,000万元一17,000万元 亏损：21,765.6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64.32%�-�178.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365元/股–0.1657元/股 亏损：0.212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非晶、焊接业务板块大幅度减亏；二是公

司加强内部管理，严控成本费用，整体毛利率有所提升，业绩贡献同比有较大幅度改善；三是

资本市场好转，公司之控股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票市值有较

大幅度提升， 对公司经营业绩有所贡献； 四是公司关于安泰生物股权转让诉讼案件二审判

决，根据本次诉讼事项判决结果，2019年公司将相应冲回已确认的预计负债；五是为应对市场

变化，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导致部分原有生产设备不再适用，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了减

值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16� � �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2020-006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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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

敏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2%。本次解除质押后，赵敏海先生

已无质押公司股票的情形。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赵敏海先生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通

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赵敏海

本次解质股份（股） 6,88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8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4

解质时间 2020年1月13日

持股数量（股） 15,000,000

持股比例（%） 10.1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经与赵敏海先生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

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赵汉新 43,275,000 29.21 0 0 0 0

赵敏海 15,000,000 15.65 6,880,000 0 0 0

沈华 6,600,000 4.45 0 0 0 0

合计 64,875,000 43.79 6,880,000 0 0 0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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