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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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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收到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
编号：豫调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字［
因你公司涉嫌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２０１９２０２］号）：“
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７日
在《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辅仁药业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２）。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
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
２０２０］８６号），主要内容如下：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辅仁药业）、辅仁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辅仁集团）、朱文臣先生、朱成功先生、朱文亮先生、苏鸿声先生、
安慧女士、耿新生先生、李雯女士、张雁冰女士、朱文玉先生、李成先生、云海先
生、赵文睿先生、朱学究先生、张海杰先生：
辅仁药业、辅仁集团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一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
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
告知。
经查明，你们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辅仁药业与辅仁集团、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辅仁控股）、河南省
宋河酒实业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开封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药集
团）与辅仁集团、辅仁控股构成关联关系。
一、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含控股子公司，下同）将货币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辅
２０１５年以来，辅仁药业（
仁集团（
含控股子公司，下同）、辅仁集团母公司辅仁控股（
含控股子公司，下同）
使用。辅仁药业未将提供给辅仁集团、辅仁控股的资金记入财务账簿，也未对辅
仁集团、辅仁控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予以披露，导致其披露的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具体如下：
１．２０１５年度辅仁药业未披露辅仁集团、 辅仁控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发生
额、期末余额６，３８０万元，以及相关决策程序、占用原因等信息，导致２０１５年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入账， 导致辅仁药业２０１５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货币
资金期末余额１０，３１５．７４万元虚假，虚增货币资金６，３８０万元占当年年度报告披露
的期末净资产的１５．１７％。
２．２０１６年度
辅仁药业未披露辅仁集团、辅仁控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期初金额６，３８０万
元、发生额８２０万元、期末余额７，２００万元，以及相关决策程序、占用原因等信息，
导致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入账， 导致辅仁药业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货币
资金期末余额１０，５１２．３７万元虚假，虚增货币资金７，２００万元占当年年度报告披露
的期末净资产的１６．６３％。
二、辅仁药业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
发行股份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辅仁药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草案）》（
以下简称《
重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组报告书》），于４月２７日公告披露：拟向辅仁集团等１４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开药集团１００％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
易、借壳上市，标的公司开药集团符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
的相关条件。
重组报告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３日，辅仁药业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书》。
关于核准辅仁药业集团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辅仁药业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筹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２３６７号）。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辅仁药业公告 《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
自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辅仁药业持续披露更新的《
重组报告
书》， 其中披露开药集团三年一期财务报表及辅仁药业一年一期备考财务报表，
并披露“
辅仁药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情形，开药集团与辅仁集团、朱文臣或其他关联方之间亦不存在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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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
形”。
经查，截止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开药集团及其子公司向辅仁
集团、辅仁控股提供资金的余额分别为３４，９５０万元、５０，３７０万元。开药集团未将
上述交易记入财务账簿，导致《
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开药集团财务报表中货币
资金余额虚假。前述违法事实和本项违法事实导致《
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辅仁
药业备考财务报表中货币资金余额亦存在虚假记载，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分别虚增货
币资金４１，３３０万元、５７，５７０万元，分别占各年末净资产的１２．９５％、１４．７９％。上述被
占用资金的绝大部分自我会受理直至批准一直未予归还，故《
重组报告书》中关
于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表述亦存在虚假记载。
重组报告书》、借款合同、银行转款原始凭证、银行流
以上事实有相关公告、《
水、银行账户资料、资金占用情况明细、辅仁集团及辅仁药业等公司的情况说明、
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辅仁药业披露虚假记载《
重组报告书》的行为，涉嫌违反《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证监会令第１０９号，２０１６年９月８日证监会令第
重组办法》）第四条“
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
１２７号，以下简称《
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以及２００５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２００５年
《
证券法》）第六十二条“
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
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
重组办法》五十五
条第一款所述 “
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以及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
述“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
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辅仁药业将虚假记载
的《
重组报告书》报送我会审核，涉嫌构成《
重组办法》五十四条第一款所述“
上市
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以及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所述“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
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
重组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公开承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在历次《
重组报告书》上签字承诺的董事有朱文臣、朱成功、朱
文亮、苏鸿声，独立董事安慧、耿新生、李雯、张雁冰，董秘张海杰，财务总监赵文
睿、朱学究，监事朱文玉、云海、李成。朱文臣决策、安排辅仁集团、辅仁控股占用
辅仁药业、开药集团资金事宜，不仅明知辅仁药业存在被辅仁集团、辅仁控股占
用资金的情况，也明知标的资产开药集团亦存在被辅仁集团、辅仁控股占用资金
的情形，却仍然签字承诺保证重组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朱学究曾于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任辅仁集团财务总监，知悉辅仁集团
占用辅仁药业及开药集团资金事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余１２人为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其中，朱成功、朱文亮、苏鸿声、赵文睿、朱文玉知悉辅仁集团占用辅
重组报告书》，
仁药业资金事宜；此外，因任职关系，独立董事张雁冰签署了１份《
财务总监赵文睿签署了３份《
重组报告书》。
三、辅仁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中提供信息虚假
辅仁集团为辅仁药业、开药集团的控股股东。辅仁集团为实现医药资产的整
体上市，筹划、组织、实施将开药集团注入辅仁药业，属于同一控制下的重大资产
重组。辅仁集团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大规模占用开药集团子公司资金，在重组时未向
辅仁药业如实提供相关信息。辅仁集团作为交易对方在《
重组报告书》中公开承
诺，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上述事实有辅仁集团、开药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辅仁集团与开
药集团子公司签署的《
借款协议》、《
重组报告书》、相关人员笔录等证据证明。
辅仁集团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重组办法）））第四条“
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
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
重组办法》五十五条第二款所
述 “
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或者提供的信息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根据《
重组办法》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依照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予以处罚，朱文臣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四、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２０１８年未及时披露关
联担保
２０１７年辅仁药业将开药集团纳入合并报表。辅仁药业、开药集团以前年度向
辅仁集团、辅仁控股提供的资金，在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绝大部分仍未归还，且发生新
的占用，辅仁药业未将相关资金占用情况入账，也未对辅仁集团、辅仁控股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予以披露，导致其披露的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存
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具体如下：
１．２０１７年度
辅仁药业未披露辅仁集团、 辅仁控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期初金额５７，５７０
序号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产权证书

坐落

权利类型

用途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７４号
１２８

工业用房 建筑面积：１６６３８．８１㎡

２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８５号
１１８

建 筑 面 积 ：３９８８．８８ ㎡ 套
工业用房
内建筑面积３９８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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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３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７８号
１２５

工业用房

建筑面积 ：１１０９６．８７㎡套
内建筑面积１１０９６．８７㎡

４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９０号
１２０

工业用房

建筑面积：６９２．６４㎡套内
建筑面积６９２．６４㎡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

５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２０１６）焦作市不动 克路４４５２号多氟多化工股 地使用权／房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２７１１．００㎡房
产权第００００７７６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２３４８５．９６㎡
份有限公司幢１３０
屋所有权

６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２０１６）焦作市不动 克路４４５２号多氟多化工股 地使用权／房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７０５３２．００㎡房
产权第００００７７３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７１２８．１０㎡
份有限公司幢１２９
屋所有权

７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７３号
１２４

建 筑 面 积 ：３２７２．０４ ㎡ 套
工业用房
内建筑面积３２７２．０４㎡

８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８２号
１１５

工业用房

９

中站 区焦 克路 北 侧 多 氟
焦房权证中字 第
多化 工股 份有 限 公 司 （
４
０８５０１００１４４号
号仓库）

工业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１０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８０号
１１２

工业用房

建 筑 面 积 ：３９５３．７３ ㎡ 套
内建筑面积３９５３．７３㎡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１

焦 房 权 证 中 站 字 第 中站区焦克路４４５２号－幢
２０１４１４７８８号
１１１

工业用房

建 筑 面 积 ：３１７５．５０ ㎡ 套
内建筑面积３１７５．５０㎡

１２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豫（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７５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１３４３９．１６㎡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１
屋所有权

１３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９７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１３６８９．６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２
屋所有权

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共计９人，会议由董事长李世
江先生主持，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
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３０，０００．００万
元贷款， 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２）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1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１５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豫（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屋建筑面积：１３９７１．３３㎡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５８号
工业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４
屋所有权

１６

１７

章程》规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５人，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５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相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３
债券代码：１１２９１０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债券简称：１９恒逸０２

债券简称：１９恒逸０１
债券简称：２０恒逸０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作为恒逸石化股份有
以下简称 “
发行人”）２０１９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限公司 （

变更３人，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
二、关于发行人监事变更具体背景情况

（
第一期）（
债券简称：１９恒逸０１，债券代码：１１２８８３）、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司２０１９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债券简称：１９恒逸

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发行人第十届监

０２，债券代码：１１２９１０）、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发行人股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疫情防控债）（
债券简称：２０恒逸０１，债券代码：

东推荐，提名李玉刚先生、金丹文女士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

公司债券发
１４９０６１）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情况。根据《

选人。该换届选举已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
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董事、监事及总裁换届选举
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无记
名投票等方式选举倪金美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职工代表监事。
李玉刚先生、金丹文女士、倪金美女士共同组成发行人第十一届监事

一、关于发行人董事变更具体背景情况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会，监事会成员变更超过三分之一。
三、关于发行人总裁变更具体背景情况

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董事会

根据《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相关议案：鉴于发行人第十届董事会任

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邱奕博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期即将届满，为促进发行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根据《
公司法》及《
公司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屋建筑面积：１３４３９．１６㎡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５２号
工业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５
屋所有权

行人董事会提名、提名委员会考察推荐，提名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

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中信证券作为 “
１９恒逸

德锋先生、楼剑常先生、毛应女士、吴中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０１”、“
１９恒逸０２”、“
２０恒逸０１”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豫（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４３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２９８５０．４３㎡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６
屋所有权

事的候选人，提名杨柏樟先生、杨柳勇先生、陈三联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发行人董事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换届选举已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非独立董事将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９３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１８０２７．３３㎡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８
屋所有权

２０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豫（
焦作）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地使用权／房
新 能 源 科 技有 限 公 司 幢
屋建筑面积：１００５６．７３㎡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８２号
工业
屋所有权
１０

２１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焦作）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地使用权／房
新 能 源 科 技有 限 公 司 幢
屋建筑面积：１００５６．７３㎡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９０号
工业
屋所有权
１１

２２

焦 国 用 （
２０１４） 第
中站区焦克路南侧
１１４４１号

工业

使用权面积：９２７１１㎡

２３

焦 国 用 （
２０１４） 第
中站区焦克路南侧
１１４３８号

工业

使用权面积：７０５３２㎡

工业

使用权面积：１２６６６．７０㎡

２４

焦国用（
２００５）第 １１２
中站区焦克路南侧
号

２５

豫（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工业用地 面积：９３９５７．００㎡
地使用权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３１号
克路１５１５号

２６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西
豫（
２０１８）焦作市不动 部工 业集 聚 区 经 四 路 东 国有建设用 工业用地 面积：２４０７０３㎡
产权第０００４９２５号
地使用权
侧、经五路西侧

除本次抵押外，以上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１０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７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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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叁仟伍佰叁拾万元人民币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日期：２０００年０９月０６日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东方乳业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方乳业”）于近日对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并已

营业期限：长期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东

经营范围：乳制品【
液体乳（
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和饮料

方乳业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
丁建平”变更为“
马铁民”，其他事项不变。变更

（
蛋白饮料类）的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农副产品收购（
国家专控除外）；本

后登记事项如下：

企业产品的调剂服务及其业务结算。（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公司名称：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６１０１１１２２０８３０９７０４
类

住

所：西安市灞桥区新合街１号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马铁民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二、审批决策程序
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申请贷款及资产抵押事项的相关法律文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３６

证券简称：广西广电

件。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2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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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为满足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多氟多”）日常生产
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产抵押，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３０，０００．００万元贷款，贷款期
限不超过三年。抵押的资产信息如下表所示：

系，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该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２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不存在关联关

证券简称：多氟多

债券代码：１１２８８３
债券代码：１４９０６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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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公函 【
以下简称 “
《
工作
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２０２０】０８６７号）（
函》”）。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披露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７），分别于７月２８日、８月５日、８月１２日、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
８月１９日、８月２５日、９月１日、９月１０日披露了 《
公
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５，２０２０－０５０，２０２０－０５２，２０２０－０５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０２０－
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露
０６３），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公司披露了《
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１），对《
工作函》所涉部
分内容进行了回复。
之后，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
工作函》所涉其他事项进行落实和准备工
工作函》所涉及未披露部分的问题需进一步核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
作。因《
性和完整性，公司将延期回复《
工作函》。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
工作
函》所涉监管事项的回复工作，预计于９月２３日前回复《
工作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总裁变更为发行人正常换届，属于正常人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编号：２０２０－０６7

事调整， 本次调整不会对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１９

《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２）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证券简称：*ＳＴ辅仁药业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６名、独立董事３名。经股东提名及发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９４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１００５６．７３㎡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７
屋所有权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上午１０：００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５日按《
公司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８１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进行换届选举。发行人第十一届董

１８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建筑面积：４０７．３４㎡

河南 省焦 作市 中 站 区 焦 国有建设用
豫（
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９３９５７．００㎡房
２０２０）焦作市不动 克路１５１５号多氟多（
焦作） 地使用权／房
产权第００２３７６３号
工业
屋建筑面积：１２１７３．３８㎡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幢３
屋所有权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建筑面积 ：１０１８９．６７㎡套
内建筑面积１０１８９．６７㎡

１４

特此公告。

罚款；对张雁冰、张海杰、李成、云海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３万元罚款。
三、对辅仁集团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６０万元
的罚款；对朱又臣给予警告，并处以３０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三项违法事实，合计对辅仁药业处以１２０万元罚款；对辅仁集团处
以６０万元罚款；对朱文臣处以１５０万元罚款；对朱成功、朱文亮、苏鸿声分别处以
３５万元罚款；对朱学究处以３０万元罚款；对朱文玉处以２５万元罚款；对赵文睿处
以２０万元罚款；对安慧、耿新生、李雯分别处以１５万元罚款；对张海杰处以１３万元
罚款；对李成、云海分别处以８万元罚款；对张雁冰处以６万元罚款。
当事人朱文臣决策、 安排辅仁集团、 辅仁控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担保事
宜，涉案时间长，涉及金额巨大，一直未予以披露，且占用的资金至今仍未归还，
违法行为恶劣、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依据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
《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证监会令第１１５号）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
朱文臣采取１０年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
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 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
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
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会
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公司对上述事项带来的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提高有
关人员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水平，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规范执行，对存在
的问题切实整改，努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并对后续事项及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
券日报》，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本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联系方式下：
咨询电话、传真：０３７１－６５３５９１７７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２５号辅仁大厦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面积

１

知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５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９月１６日上午９：００

万元（
含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并表的开药集团，下同）、发生额－１０，８６０万元、期末余额
４６，７１０万元，以及相关决策程序、占用原因等信息，导致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存在重
大遗漏。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入账， 导致辅仁药业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货币
资金期末余额１２８，９０９．４７元虚假，虚增货币资金４６，７１０万元占当年年度报告披露
的期末净资产的１０．０２％。
２．２０１８年度
辅仁药业未披露辅仁集团、 辅仁控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期初金额４６，７１０
万元、发生额８６，９５３．２８万元、期末余额１３３，６６３．２８万元，以及相关决策程序、占用
原因等信息，导致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入账， 导致辅仁药业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货币
资金期末余额１６５，６３６．４９万元虚假，虚增货币资金１３３，６６３．２８万元占当年年度报
告披露的期末净资产的２４．４５％。
此外，２０１８年，辅仁药业为辅仁集团及朱文臣借款提供４笔担保，涉及的合同
金额合计１．４亿元，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未偿还金额７，２００万元。辅仁药业未及时
披露，也未在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辅仁药业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定期报告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２０１８年未及时披
露关联担保的违法事实，有相关年度报告、借款合同、银行转款原始凭证、银行流
水、银行账户资料、资金占用情况明细、辅仁集团及辅仁药业等公司的情况说明、
担保合同、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审议相关年报的董事会会议决议等证据证明。
辅仁药业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货币资金、 未披露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关联方担保，导致定期报
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行为，涉嫌违反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六十二条上市
“
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
告（
２０１５）２４号、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６）３１号、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７）１７号）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
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的，应当充分披露相
关的决策程序，以及占用资金的期初金额、发生额、期末余额、占用原因、预计偿
还方式及清偿时间”、第四十条第（
四）项“
公司与关联方存在债权债务往来或担
保等事项的，应当披露形成原因，债权债务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期末余额，及
其对公司的影响”以及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六十六条第（
六）项的规定，构成２００５年
《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行为。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签署书
面确认意见的董事有朱文臣、朱成功、朱文亮、苏鸿声，独立董事安慧、耿新生、李
雯、张雁冰，董秘张海杰，财务总监朱学究、赵文睿，监事朱文玉、李成、云海。朱文
臣决策、安排辅仁集团、辅仁控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担保事宜，却仍保证２０１５
年至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董事朱成功、朱
文亮、苏鸿声以及前后任财务总监赵文睿、朱学究均知悉辅仁集团、辅仁控股资
金占用事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中，因任职关系，财务总监朱学究、赵文
睿分别各签署了两期年报。其余８人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监事会主席朱文
玉亦知悉辅仁集团、辅仁控股资金占用事宜；此外，因任职关系，独立董事张雁冰
签署了一期年报。
朱文臣在辅仁集团、 辅仁控股与辅仁药业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借款协
议上签字，是辅仁集团、辅仁控股资金占用事项的最大受益者，其行为构成２００５
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所述“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情形。
辅仁药业２０１８年未及时披露关联方担保的行为，涉嫌违反《
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五） “
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２００５］１２０号）一、（
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 必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及时披露”、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
十二）项“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２００５年《
的其他事项”的规定，构成２００５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所述行为。辅
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董事会秘书张海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２００５年《
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对辅仁药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以及未及时披露关联方担
保的行为，责令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６０万元
的罚款；对朱文臣给予警告，并处以９０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罚款３０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罚款６０万元；对朱成功、朱
文亮、苏鸿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２０万元罚款；对朱文玉给予警告，并处以１５万
元罚款；对张海杰、朱学究、赵文睿、安慧、耿新生、李雯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１０
万元罚款；对李成、云海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５万元罚款；对张雁冰给予警告，并
处以３万元罚款。
二、对辅仁药业报送和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责
令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６０万元的罚款；对朱
文臣给予警告，并处以３０万元罚款；对朱学究给予警告，并处以２０万元罚款；对朱
成功、朱文亮、苏鸿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１５万元罚款；对朱文玉、赵文睿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１０万元罚款；对安慧、耿新生、李雯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５万元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三、对公司的影响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次抵押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经营所需，增强资金保障
能力，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收到中国广电通知，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全体发起
人已完成签署《
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

因客观原因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国安”）放弃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投资参与组建中国广

参与发起组建广电股份。因此，广电股份发起人从４７名减少为４６名。中信国安原

四、备查文件

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召开了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认缴的股份由中国广电承接，中国广电相应增加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其他发起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２亿元人民币与中国广播电视网

人出资金额、股权比例均不发生改变，广电股份总股本不变。

２、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广电”）在内的共计４７名发起人共同发起组建中国
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电股份”），广电股份成立后公司持有其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广西广电对外投资
０．１９７６％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披露的《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５）。
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