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918�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公告编号：2020-052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娜丽莎集团” 或“公司” ）于近日

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7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类

型

专利

权人

发明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专利授权

公告日

证书号

1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一种用于高温环境的微孔

陶粒过滤介质及其制备方

法

ZL201710814274.

8

2017.09.11 2020.04.07 第3746035号

2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高耐磨防污微晶装饰陶瓷

厚板及其制备方法

ZL201911215523.

7

2019.12.02 2020.04.07 第3742959号

3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一种喷墨渗透透光砖及其

制备方法

ZL201711079772.

9

2017.11.06 2020.05.15 第3799013号

4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一种碳基复合氰胺化铁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ZL201810014738.

1

2018.01.08 2020.05.15 第3798849号

5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一种堆雕陶瓷板装饰画的

制备方法

ZL201710058997.

X

2017.01.23 2020.06.12 第3838647号

6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一种瓷质通体仿古砖及其

制备方法

ZL201711080458.

2

2017.11.06 2020.06.12 第3836510号

7

发明专

利

蒙娜丽莎

集团

一种能够产生微光干粒效

果的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ZL201711080457.

8

2017.11.06 2020.06.12 第3836509号

注：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成果，目前已在公司产品生产中应用，专利的

取得和应用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

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20-053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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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4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35,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因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截至2020年7月1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中的3,000.00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剩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将在到期前归还。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20-054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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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天津美

克” )；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为全资

子公司天津美克1,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22,

6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美克1,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月3日、1月21日在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天津美克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第七大街53号

注册资本：14,7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顾少军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

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

天津美克成立于1997年5月，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

司资产总额2,661,364,234.75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917,566,821.01元人民币，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1,917,566,821.01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0元人民币；净资产743,

797,413.74元人民币；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932,153,777.95元人民币， 实现净利润

38,775,289.92元人民币（经审计）。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3,001,

129,269.47元人民币；负债总额2,270,234,571.91元人民币，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

270,234,571.91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0元人民币；净资产730,894,697.56元人民

币；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07,332,860.05元人民币， 实现净利润-12,902,

716.18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天津美克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为天津美克贷款提供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与

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经营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全资（控股）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

保方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2,

200.00万元， 美元5,300.05万元， 担保的总额按照央行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228,

346.1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9.41%，

其中公司与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48,746.10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32.19%，无对外逾期担保。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0-032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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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2,400万元~3,600万元 亏损：2,962.9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元/股~0.12元/股 亏损：0.1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公告所载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持续改善，产品销售大幅增长，产品成本受

生产效率提高、人工费和制造费降低等因素影响不断降低，产品销售毛利显著

提高。

2、近两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久锻

铸” ）受工艺、环保、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生产萎缩，技术人员流失，财务状况

恶化，经营亏损严重，为此公司决定停止弘久锻铸生产经营业务。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7月1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报告

期内，受经营亏损和资产减值影响，弘久锻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400万元。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破产清

算的议案》，为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以债权人身份申请对控股子公

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重工” ）进行破产清算。公司收到华

东重工管理人支付的第二次分配的破产债权清偿款12,122,003.63元，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 处理，预计将增加收益约1,21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5日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4、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531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确认，

具体业绩情况请以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0-031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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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请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8年8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为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以债权人身份申请对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重工” ）进行破产清算。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3

日、9月8日、10月8日、2019年1月12日、2月28日、12月16日、12月28日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拟

申请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088、094、

2019-001、017、053、055）。

二、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

公司近日收到华东重工管理人送达的《通知书》，华东重工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已完结。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制作的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已经裁定认可，管理人执行完毕后，向法院提交《关于破产财产分配执行情况

的报告》，并申请终结华东重工的破产程序。依照《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

款规定裁定终结华东重工破产程序。公司已收到华东重工管理人支付的第二次

分配的破产债权清偿款12,122,003.63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清偿款预计将增加2020年度收益约1,212万元，具体金额尚需审

计机构审计确认，以《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投资。

四、其他相关说明

1、破产债权清偿款的支付依据

2019年12月12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威海华东重工

有限公司部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可供此次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13,994,052.63元，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再依顺序清偿职工债权及

普通债权。可供此次普通债权人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为13,303,298.87元。

参加此次破产财产分配的普通债权总额333,248,970.26元。 分配方案为：对

法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额为10,000元以下（含10,000元）的部分，全额进行清

偿；对法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额超出10,000元的部分，按照11.2%的比例进行

清偿。

法院裁定确认公司对华东重工的普通债权为341,966,537.86元，按照上述分

配方案，此次分得清偿款12,122,003.63元。本次分配为最终分配，若管理人提存

的债权额、预留的破产费用及此后追回或追收的破产财产总额扣除管理人处理

完后续有关事务仍有剩余，且可供分配金额大于分配费用的，管理人将追加分

配。但如果剩余金额低于分配费用的，管理人不予追加分配，全部缴给威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若将来存在追加分配情形，从可供追加分配的破产财产

中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其中新增的破产财产对应的管理人报酬按照《管理人报

酬方案》确定）和共益债务的余额，由管理人根据《破产法》及《威海华东重工

有限公司部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有关规定进行分配。

2、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自2012年度开始，公司先后采用账龄分析法、个别认定法对华东重工的应收

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公司确认的华东重工应收款项333,

732,242.78元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此次收到华

东重工管理人支付的第二次分配的破产债权清偿款12,122,003.63元应按坏账准

备转回处理，计入信用减值损失，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处理。

五、备查文件

1、《通知书》（2018）威华东破管字第5-8号；

2、《民事裁定书》（2018）鲁1092破5号之十五。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5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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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4日以专人送

出或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7月14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

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

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详

见2020年7月1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6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及

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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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短期负债比例，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财

务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管理的稳健性，同时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结合公司现有的资本结构实际和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有关发行内容如下：

一、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的基本情况

1.发行主体：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规模：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含3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3.发行期限：本次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次发行，单次发

行期限不超过5年，具体发行期限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确定；

4.发行时间：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5.发行利率：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信用评级情况及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确

定；

6.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7.发行方式：采用承销方式，由承销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8.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其他符

合规定的用途；

9.决议有效期限：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中期

票据注册通知书有效期到期日止。

二、本次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主体：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含1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3.发行期限：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多次发行，单次发行期限最长不超过270

天；

4.发行时间：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5.发行利率：发行利率将根据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

6.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7.发行方式：采用承销方式，由承销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8.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其他符

合规定的用途；

9.决议有效期限：本次超短期融资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

决议在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三、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层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的公司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从维护

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出发，全权决定、办理发行此次中期票据及超短

期融资券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中

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及超

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确定发行日期、实际发行额、发行利率、

发行方式、承销商的选择、承销方式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3. 签署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募集说明书、 合同、协

议、申请文件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取消或终止；

5.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6.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

完毕之日止。

四、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审议程序

公司申请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

册后在注册有效期内实施。

五、风险提示

本次申请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事宜能否获得批准尚具有不确定

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与本次申请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

期融资券的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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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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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

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霖制药” ）收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即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

体注射液，商品名称：汉利康?；以下简称“该新药”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通知书编号：2020B04026、2020B04027），该新药获批（其中包括）用于两

项新增适应症：（1）初治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经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后达完全或

部分缓解后的单药维持治疗、（2）与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联合治疗先前未经治

疗或复发性/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二、该新药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mg/10mL/瓶、500mg/5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药品生产企业：汉霖制药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190021、国药准字S20201002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如下补充申请

事项：1、增加生物制品国内已有批准的适应症：增加原研在国内获批适应症；2、

修订药品说明书和包装标签等。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单克隆

抗体药物，主要适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类风湿关节炎等治疗。2019年，本集团汉

利康?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5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上市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包括上海罗氏制药有

限公司的美罗华?、汉霖制药的汉利康?。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由IQVIA

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

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19年，利妥昔单抗注射液于中国境内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25.05亿元。

截至2020年6月， 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63,

924万元（未经审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该新药获批新增两项适应症，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多的用药选择，预计

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0-111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债券代码：143020� � � �债券简称：17复药01

债券代码：143422� � � �债券简称：18复药01

债券代码：155067� � � �债券简称：18复药02

债券代码：155068� � � �债券简称：18复药0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

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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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

公司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创医药”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关于同意其研制的FCN-338片（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血液系统恶

性肿瘤治疗开展临床试验的通知书。复创医药拟于近期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开展该新药的I期临床试验。

二、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Bcl-2选

择性小分子抑制剂，拟主要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

截至本公告日，与该新药同靶点的药品已于全球上市，于中国境内尚无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与该新药同靶点的药品上市。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

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

务提供商），2019年，与该新药同靶点的药品于全球的销售额约为7.49亿美元。

截至2020年6月， 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2,999

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

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新药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

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等，方可上市。

新药研发及上市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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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夏利 公告编号：2020-临048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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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 一 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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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0万元 一 41500万元

亏损：5512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68.03%�-�175.2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24元 一 0.26元 亏损：0.35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6000万元– -82000万元 -4575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5月，公司与南京知行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华利汽车有限公

司、天津一汽夏利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天津签署了《关于天津一汽华利汽

车有限公司之产权交易合同补充协议和四方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根据该

协议的约定，公司将不再控制华利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该项交易

预计增加2020年上半年利润约7.4亿元；此外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安排

计提了岗下员工安置费用约1.1亿元，以上均为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处理。

如公司经审计后的2020年度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则自公司披露2020年

度报告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十五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工

作，并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和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

前，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2020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将于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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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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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一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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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2,000万元一4,000万元 亏损：4,899.9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265元/股一-0.0531元/股 -0.065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亏损幅度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东方影业有限公司、东

方华尚（北京）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本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有所

下滑。

3、本报告期，公司预计负债计提同比增加。

四、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立案调查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调查通知书》（桂证调查字2019047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

案调查。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者相关进展

文件。具体信息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3、重大诉讼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对外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19），分别涉及融聚天下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诉东方时代网络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和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与东方时代网

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彭朋、韦越萍之间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21）， 涉及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等合伙

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

案件具体信息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以上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者结案，判决结果无法预计，公司

尚未确认相关损益。后续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进行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编号：临2020-06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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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722号）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证券” 或“公司” ）于2020年6月进行配股发行,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年6

月23日）,原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761,046,394股。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0年6月2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524号），公司配股发行有效认购数量为761,046,394股，公司就本次发行结

果增加相应的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后，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3,589,771,

547元。本次配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股份托管登记手续，并于2020年7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配股发行结果，公司对《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涉及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相应

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28,725,153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89,771,547元。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828,725,153�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2,828,725,153�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589,771,547�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3,589,771,547�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将及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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