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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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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六个
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１５１７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股）１０，０００．００万股，每股面值１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８４元，可募
集资金总额为３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４９，４７７，４７９．００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３３４，５２２，５２１．００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公司的保荐机构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两家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沂水县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因在境
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募集资金而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情
况，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出具了“
和信验字（
验资报告》。
２０２０）第００００２９号”《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和２０１９年２
月１２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
超过１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
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募集
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额，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超过预计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司
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使用。
根据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承诺的投资项
目及投资金额如下：
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万
元）

项目名称
年产８万吨Ｃ－ＣＲ特种纤维技术改造
项目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额
（
万元）

补充营运资金
合 计

项目备案文件

３０，０００．００

项目代码：２０１８－３７０３２３－３０－
０３－０５５８４５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２．２５

不适用

９９，５９４．９８

３３，４５２．２５

７９，５９４．９８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分别报经项目所在地的发展
和改革部门备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投入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止
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３１４，８２８，１６９．４３
元。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关于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
和信专字（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２０２０）第０００８２５号）。
四、本次置换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人
民币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
项，未违反公司招股书说明书中有关募投项目的承诺，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专项意见说明
（
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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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关于山东玻纤集团
和信专字 （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２０２０）第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
０００８２５号）， 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
明》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如实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山东玻纤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
上市公司监管指
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山东玻纤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之事项无异议。
（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中
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批及决策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 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
使用自筹
关于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和信专字（
２０２０）第０００８２５号）。综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
关于使用募集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
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决策程序和内容均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六、 备查文件
１、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于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
５、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１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１％的公告
控股股东张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近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张恒先生出具的 《
关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１％的告知
函》，张恒先生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６５．１０万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８５．５４万股，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总数为１５０．６４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０４％，现将相关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４．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是√ 否□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０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减持
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６；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及
部分董事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５；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披露
了《
关于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减持计划完成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２。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６日披露了《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
诺、意向、计划
２０２０－０４０；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披露了《
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０。
截至本公告日，张恒的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６日披露的计划减持
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情况与２０２０年
５月１６日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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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召开情况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１、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２０年０８月３１日在《
《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召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了《
开２０２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星期三）１４：００－１５：
２、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１６日（
００。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０５月２１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１６日上午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１６日上
午９：１５至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３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４、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１１日。
６、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７、主持人：董事长梁金成先生。
８、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
序均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计 １２ 人 ，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为 ７４３，７９３，０１７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４８．９７６１％。其中：
１、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９人，均为２０２０年
０９月１１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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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持股份比例超到１％的具体情况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陈家营西路３号院２３号楼

权益变动时间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

三夫户外

股票代码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００２７８０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２．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Ａ股、Ｂ股等）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Ａ股

１５０．６４

１．０４

合 计

１５０．６４

１．０４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请注明）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３．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
股数（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３９，０９４，９６９

２６．８６

３７，５６９，４１０

２５．８４

３６，４０６，８６３

２５．０１

３４，９００，４６３

２４．０１

２，６８８，１０６

１．８５

２，６６８，９４７

１．８４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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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捐赠事项概述
为促进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
达安基因”、“
公司”）拟向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捐赠人民币合计２，５００万元，具体捐赠情况如下：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
１、拟捐赠人民币１，７００万元，用于双方共同发起设立的“
发展基金会关爱新生儿＆罕见病出生缺陷防控专项基金”的启动资金；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
２、拟捐赠人民币８００万元，用于双方共同发起设立的“
展基金会肿瘤早期筛查专项基金”的启动资金。
该事项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且经董事长同意
签批。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捐赠
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二、受赠方基本情况
社会组织名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成立日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
理事长：王彦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８００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基金会性质：全国性社会公益组织

基金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１２号华声国际大厦２０层
业务范围：募集资金、专项资助、国际合作、科普宣传、咨询服务。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捐赠事项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捐赠资金并与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
中国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关爱新生儿＆罕见病出生缺陷防控专项基金”，旨在推
动中国新生儿遗传性罕见病防控健康事业的发展，目的是推动遗传性罕见病基
因携带者筛查普及，提高遗传性罕见病基因携带者筛查覆盖率，降低遗传性罕见
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公司本次与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
“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肿瘤早期筛查专项基金”， 旨在推动中国肿瘤防
控健康事业的发展，目的是推动肿瘤高危人群筛查普及，提高肿瘤高危人群的筛
查覆盖率，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本次捐赠事项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举措，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
和社会影响力。公司本次对外捐赠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当期及
未来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１、捐赠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是□ 否√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证券代码：６０３２６７

５．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６０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是□ 否√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２．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３．律师的书面意见
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张恒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权的股份数为５２８，２４８，８７１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４．７８３３％。
股东大会通
２、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
知》 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３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１５，５４４，１４６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４．１９２８％。
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洁律师、陈晓
璇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１、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７４３，７９３，０１７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９７，２９５，３４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１６日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６．备查文件

１．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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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公司总股本
由１４５，５７１，３２４股变更为１４５，３６８，６４３股。
２、表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为小数点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１、本次减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本次减持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在减持期间内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故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３、本次控股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４、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
持计划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恒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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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０６日
营业期限：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０６日至２０３１年１２月０５日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生产；生产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电路、电力电子元器件
（
限在外阜从事生产活动）；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电

〈
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路、电力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电子材料检测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

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 《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

发；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临２０２０－０５０）。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公司召开了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了该议案。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鉴于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与公司原披露的拟

局换发的公司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变更经营范围存在部分差异，公司根据核准的经营范围对原披露的《
公司章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１１０１０６８０２２４０２６８０

中涉及经营范围的条款内容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
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

名称：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１号院５号楼３层３－２（
园区）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郑红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注册资本：２３１４７．６万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８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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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披露了公司控
股子公司深圳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泰格尔”）转让
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泰格尔”）股权的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第十四届董事局第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转让成都市
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４）、《
关于控股
子公司转让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
２０２０－０３５）、《
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６）、《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９）、《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
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让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０６１）。
近日，深圳泰格尔分别与赫晓东、陈新宇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详细情况
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１：赫晓东
身份证号码信息：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１＊＊＊＊＊＊＊＊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交易对方２：陈新宇
身份证号码信息：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８＊＊＊＊＊＊＊＊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经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上述交易对
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７１
转债代码：１１３５９９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转债简称：嘉友转债

证券代码：００３０００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转让方）：深圳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１：赫晓东
乙方２：陈新宇
（
乙方１、乙方２合并称“
乙方”、“
受让方”）
丙方（
目标公司）：成都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１、股权转让
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拟按协议约定转让其
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具体交易数量及转让价款如下：
交易对方名称

转让注册资本（
万元）

转让价款（
万
元）

赫晓东

６５

５００

陈新宇

１３

１００

７８

６００

合计

２、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及工商变更
２．１．１协议签订后１０日内，乙方１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１．２ 协议签订后５个工作日内， 乙方２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１，
０００，０００元。
２．２ 甲乙双方应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３０日内共同协助目标公司办理本次
交易相关的工商变更，将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之
日起，乙方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享有相应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义务。
３、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截至目前，深圳泰格尔已分别收讫赫晓东、陈新宇的股权转让款，深圳泰格
尔将按协议约定协助成都泰格尔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上述交易完成后，深圳泰
格尔将不再持有成都泰格尔的股权。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华文食品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２

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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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３０００，
证券简称：华文食品）股票交易价格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９月１６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２０．０１％，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公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政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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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６、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证券代码：６０３２１２

证券简称：赛伍技术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
华
文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
招股说明书》“
第四节 风
９月２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华文食品：上市首日风险提示
险因素”等有关章节，以及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披露的《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１）。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３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２５５００万平方米太阳能封装胶膜项目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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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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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１３４１号文核准，嘉友国际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公开发行了７，２００，０００张
（
７２０，０００ 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７２，０００ 万元。债
券简称“
嘉友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３５９９”。公司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先生、孟联女士
及公司控股股东嘉信益（
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嘉信
益”）共计配售嘉友转债５，１２８，６００张，即５１，２８６万元，占发行总量的７１．２３％，其
中韩景华先生认购１，５９９，９９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２２．２２％；孟联女士认购８２９，３４０
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１．５２％；嘉信益认购２，６９９，２７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３７．４９％。嘉友
转债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至２０２０ 年９月８日， 韩景华先生通过上海交易所交易系统合
计减持嘉友转债７２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
９月９日披露的《
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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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年产２５５００万平方米太阳能封装胶膜项目的背景情况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召开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韩景华先生通过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
转债７２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披
露的《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２）。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公司收到孟联女士的通知，孟联女士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通
过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转债７２０，０００张， 占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０％。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韩景华
孟联

本次减持前有
数量（
张）
１５９，９９０

本次减持前
占发行总量
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
张）

本次减持数量
占发行总量比
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数
量（
张）
１５９，９９０

２．２２％

０

０

７２０，０００

本次减持后占
发行总量比例
２．２２％

８２９，３４０

１１．５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３４０

１．５２％

嘉信益

２，６９９，２７０

３７．４９％

０

０

２，６９９，２７０

３７．４９％

合计

３，６８８，６００

５１．２３％

７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９６８，６００

４１．２３％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９、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发和试验发展；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光伏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
关于年产２５５００万平方米太阳能封装胶膜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专用化学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注册资金人民币１．６８亿元在浙江省浦江经济开发区设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
依法须经

立全资子公司。并同时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５）；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通过该
项议案。（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２）。

为准）。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二、公司关于年产２５５００万平方米太阳能封装胶膜项目的进展情况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公司子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由浦江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
营业执照》。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３０７２６ＭＡ２ＪＸＨＪＰＸＹ（
１／１）
２、名称：浙江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住所：浙江省浦江县仙华街道亚太大道５６９号

特此公告。

７、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８、营业期限： ２０２０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至 长期

５、法定代表人：吴小平
６、注册资本：壹亿陆仟捌佰万元整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取得上述营业执照，将积极推进太
阳能封装胶膜的扩产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长远规划，有利于扩大公司
现有产能，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开拓下游市
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