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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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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24日以电话、邮件通知等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会议于2020年9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9张，实收9张，其

中独立董事3张。董事长林小龙、董事谢友松、陈繁华、徐燕、张岩、陈志荣，独立董事贺云、沈维

涛、赵波亲自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议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和省、市统一部署，根据深圳市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

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发改规〔2020〕4号）、深圳市国资委出台的《关于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

实施方案》（深国资委函〔2020〕409号）等政策要求，综合考虑疫情对物业租户带来的负面影

响，公司制定了物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切实减轻租户经营压力，与客户共渡难关，积极落实履

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进一步推动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关于公司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专门意见》。

本项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2020年9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公

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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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

租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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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和省、市统一部署，根据深圳市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

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发改规〔2020〕4号）、深圳市国资委出台的《关于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

实施方案》（深国资委函〔2020〕409号）等政策要求，公司制定了物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具体

事项如下：

一、租金减免政策要求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

力的实施方案》（深发改规〔2020〕4号）规定：“对于租用国有物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

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物业，含厂房、创新型产业用房、写字楼、农批市场、商铺、仓

储物流设施、配套服务用房等）的非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个体工商户，在《深圳市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20〕1号）有关减

免物业租金规定的基础上，延长免租期限1个月。转租、分租国有物业的，出租人负责通过与中

间承租人加强沟通、签订合同等方式，确保减免租金足额惠及最终承租人，国有物业主管部门

适时开展落实督查。”

二、减免方案

根据市发改委和市国资委相关政策要求，沿用《深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中关于物业租金的减免方案，对公司及所属企业（含快件中

心）持有物业进行租金减免。

（一）减免范围：公司本次减免物业范围包括航空性配套商业、仓储物流设施、厂房、配套

服务用房四大类，面积共计约16.23万平方米。

（二）减免对象：非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个体工商户。

（三）减免期限：考虑到疫情对租户经营的冲击及免租政策的延续性，减免期限为2020年4

月1日至4月30日。

（四）减免费用项目：物业租金、物业管理费（含空调费、停车场费）。

按照上述减免方案，共计减免3,993万元。其中，物业租金3,748万元、物业管理费（含空调

费、停车场费）245万元。

三、实施方案

为确保本次租金减免能够有序、高效实施，董事会将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租户沟通本事项的具体内容，制定、

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必有的法律文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方式等。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应对新冠

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免收符合条件的物业自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的物业

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即免租1个月），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

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免租安排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免租安排属于董事会权限范

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租金减免涉及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3,993万元，占2019年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比例约1.05%，预计本次租金减免涉及的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总金额对公司2020年归母净

利润影响约为2,995万元， 占2019年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比例约5%。 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租金减免对

公司的影响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本次租金减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及长期发展。

（二）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未体现本次租金减免金额，本次租金减免情况将纳入公司第

三季度报告体现。

（三）本次租金减免系公司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响应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有

关扶持租户平稳经营和发展的号召，积极落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及影响力、推动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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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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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

年9月24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9月28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6人，亲自出席董事6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股份制改造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股

份制改造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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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股份制改造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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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股份制改造的议案》。近年来，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威环保” ）发展状况良好，在污泥处理处置

细分领域具备核心竞争优势，未来市场发展空间较大，现拟将绿威环保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绿威环保概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86606746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龙国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1日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150号第二教学楼A518室-A521室

经营范围：污泥处理项目开发利用、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及服务；污泥处理工程成套设

备、相关产品研发及销售；环境工程治理；环保设备、节能产品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新型环保

建材产品研发及销售；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水处理剂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环

保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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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200

万元

70%

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00

万元

20%

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600

万元

10%

合计

6,000

万元

100.00%

公司持有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绿威

环保70%股权。

二、改制方案

为促进绿威环保污泥处理处置业务更好更快地发展，公司拟将绿威环保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绿威环保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整体变更后所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绿威环保本次

改制拟采用整体变更的方式，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各自持有的绿威环保之股权所对应的绿威环

保截至2020年9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按股权比例认购拟设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 绿威

环保整体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目前的股权结构保持一致。鉴于绿威环保截至

2020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的改制方案待审计后确定。

三、改制的目的及影响

绿威环保主营业务为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服务（包括污

泥脱水、干化、焚烧及热电联产、水泥协同等），主要是以BOO、BOT、特许经营、EPC+O等模

式开展业务，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截至目前，绿威环保污泥处置运营产能规模合

计约为100万吨/年，污泥掺烧供蒸汽产能规模约为140万吨/年。同时，借助于国家污泥耦合发

电试点工作的相关政策，绿威环保目前正在推进污泥耦合发电示范项目2个、独立污泥处置项

目1个，预计项目建成后合计将新增污泥处置产能规模约82万吨/年。顺应国家有关环境保护

方面的政策支持和行业的快速发展趋势，同时鉴于绿威环保近几年发展状况良好，在污泥处

理处置细分领域具备核心竞争优势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未来市场发展空间较大，拟将其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绿威环保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有利于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有

助于其在未来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增强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提升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

同时，股份制改造可为绿威环保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进行资本运作奠定基础，保障

绿威环保可持续发展。

绿威环保此次股份制改造不会影响公司的控制地位，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来，绿威环保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将对

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积极有利的影响，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未来发展方向。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绿威环保进行股份制改造，有利于完善其公司治理，提升

规范运作水平，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未来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推进绿威环保股份制改造事宜，具体改制方案待审计后确定。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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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新药

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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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申报到最终批准,具有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的特

点，容易受到某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能否获得临床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近日，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号：CXHL2000491国、CXHL2000492国），

公司PZH2108片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的审评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所述新药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PZH2108片

剂型：片剂

规格：50mg，200mg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申报阶段：临床试验

申请人：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受理号：CXHL2000491国、CXHL2000492国。

本次申请临床试验的PZH2108片,有两种不同规格（50mg、200mg），每一种规格具有相同

的药理作用，每一份受理通知书所述的受理号对应一种规格。

二、新药的相关情况

PZH2108片是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药品1类创新药。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疼

痛（癌性痛）。根据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中1类创新药的有关注册法规，公司已经完成PZH2108

片原料药以及制剂的药学、 药理毒理、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PZH2108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成药性及临床开发价值。

截至公告日，该药品项目的研发投入累计约2,500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相关情况

截至公告日，国内外暂无相同适应症的同靶点药品获批上市。药品的市场规模具有不确定

性。

四、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到《受理通知书》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该药品临床申请获得受理后，尚需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后方可按国家药品注册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临床试验。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申报到最终批准,具有周期长、环

节多、风险高的特点，容易受到某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能否获得临床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药品的注册申请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0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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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青岛

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达设备” ）正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达制造” ）近期就亚

通达设备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最高额5,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亚通达制造就本次担保事项已履行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4月5日

注册地点：青岛市四方区万安支路1号

法定代表人：姜炯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开发、设计、生产加工铁路机车车辆用机电产品、机车车辆配件及零部件、船

用、陆用环保产品及零部件；安装及销售自产产品；进出口相关配件产品和技术；节能环保产

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相关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亚通达设备100%股权。亚通达设备持有亚通达制造100%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亚通达设备为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亚通达设备资产总额296,576.21万元，负债总额199,835.95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70,115.5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5,775.12万元），净资产96,740.25万元，目前没

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8,424.73万元， 利润总额

31,397.49万元，净利润28,187.94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亚通达设备资产总额272,145.03万元，负债总额103,409.42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82,965.0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3,409.42万元），净资产168,735.61万元，目前没

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3,183.11万元， 利润

总额6,172.13万元，净利润5,246.31万元。

3、2019年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信用等级为A级。

4、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亚通达制造为亚通达设备提供最高额人民币5,000万元的担保。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本次担保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46.29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2.545亿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50.68%；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3,471万元，占上市公司2019年

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7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

保金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8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20-078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办理股票解除质押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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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收到实际控制人曾胜强先生、

许忠桂女士关于办理股票解除质押业务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股票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公

司总股份

比例

曾胜强 是

1,900,000

2019

年

8

月

20

日

2020

年

9

月

25

日

深圳市高新投

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1.82% 0.37%

许忠桂 否

3,930,000

2020

年

3

月

23

日

2020

年

9

月

25

日

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

13.09% 0.76%

二、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曾胜强先生、许忠桂女士及一致行动人曾胜辉先生、许

忠慈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

冻结

/

拍卖等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曾胜强

104,677,171 20.32% 22,400,000 21.40% 4.35% 0 0.00% 0 0.00%

许忠桂

30,020,698 5.83% 9,170,000 30.55% 1.78% 0 0.00% 0 0.00%

曾胜辉

19,729,463 3.83% 0 0.00% 0.00% 0 0.00% 0 0.00%

许忠慈

2,057,984 0.4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56,485,316 30.38% 31,570,000 20.17% 6.13% 0 0.00% 0 0.00%

注：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91� � �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7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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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一一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成发” ）

持有公司股份118,907,3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02%；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一一中

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航发涡轮院” ）持有公司股份157,87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20-003），因自身资金需求，中国航发成发拟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002,128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73%，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7.57%；中国航发涡轮院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57,872股，拟减持股份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5%，占其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的1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中国航发成发、中国

航发涡轮院在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航发成发

5%

以上第一大股

东

118,907,305 36.02%

IPO

前取得：

66,059,614

股

其他方式取得：

52,847,691

股

中国航发涡轮院

5%

以下股东

157,872 0.05%

IPO

前取得：

87,70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70,165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中国航发成发

118,907,305 36.02%

同一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发涡轮院

157,872 0.05%

同一实际控制人

合计

119,065,177 36.0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

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中国航发成发

0 0%

2020/3/30 ～

2020/9/26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

9,002,128

股

118,907,305 36.02%

中国航发涡轮

院

0 0%

2020/3/30 ～

2020/9/26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

157,872

股

157,872 0.0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在减持期间,中国航发成发和中国航发涡轮院未实施减持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在减持期间,中国航发成发和中国航发涡轮院未实施减持股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9/29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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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3� � � �证券简称：*ST海华 公告编号：临2020-052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全资子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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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青海华鼎” 或“公司” ）于2020年9月4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于2020年9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青海华鼎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为了减少疫情影响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

提升公司流动性， 确保青海华鼎稳定发展， 在广东恒联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下称：“广东恒

联” ）100%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15,430.00万元的基础上，同意公司与广东星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下称：“星星投资”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广东恒联100%的股权协议转让

给星星投资，转让价格为15,450.00万元人民币，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相关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

露的《*ST海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6）、《*ST海华关

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7）、《*ST海华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1）。

2020年9月28日，广东恒联在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不再持有广东恒联的股权。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48� �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0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中标校内课后服务试点项目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

下全资子公司广东高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乐教育培训中心” ）在普宁市流

沙第二小学等五所学校校内课后服务试点第三方运营机构社会公开遴选中成为成交供应商。

详细情况请见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官网《普宁市流沙第二小学等五所学校校内课后服

务 试 点 第 三 方 运 营 机 构 成 交 结 果 公 告 》（http://gzsuike.com/Successfulbid/info.aspx?

itemid=1212）。根据相关公告文件，有关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成交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普宁市流沙第二小学等五所学校校内课后服务试点第三方运营机构

2、项目采购人：普宁市流沙西街道教育组

3、采购方式：社会公开遴选

4、成交金额（元）：资格标，无金额

5、项目主要采购内容：普宁市流沙第二小学等五所中小学校校内课后服务，包括在校早、

午餐服务、在校午休服务、课后托管服务等。

二、此次成交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校内课后服务试点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 有利于公司在所服务教育区域

以点带面开展推广校内课后服务相关业务，将对公司所服务教育区域的业务拓展有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高乐教育培训中心虽已成为普宁市流沙第二小学等五所学校校内课后服务试点第三方运

营机构，但是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细节以最终签署

的合同和具体实施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0-096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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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3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5,0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

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

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

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

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4,000.00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

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

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34,0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

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6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根据现阶段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2020年9月27日，公司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2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告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截至目前已累计归还120.00万元，其余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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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

取得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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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研

制的“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项目代号：BC003）获得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试验伦理

审查委员会批件，正式启动Ⅰ期临床试验，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

项目代号：BC003

剂型：注射剂

规格：0.5mg/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0类

二、药品其他情况

1、药品说明

BC003项目是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治疗用生物制品，临床拟用适应症为患有休

息或轻微活动时呼吸困难的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

人脑利钠肽是B型利钠肽，为人体分泌的一种内源性多肽，在病因诱导下发生心力衰竭

后人体应激大量产生的一种补偿代谢的机制，可迅速降低全身动脉压、右房压和肺毛细血管

楔压，从而降低心脏的前后负荷，并迅速减轻心衰患者的呼吸困难程度和全身症状。

2、研究情况

该项目于2019年9月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通知书编号

CXSL1900064。

3、研发投入

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在BC003项目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约6,334万元人民币。

4、同类药品市场情况

国内上市同类品种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商品名：新活素），批准适应症为用于患有休

息或轻微活动时呼吸困难的急性失代偿心力衰竭患者的静脉治疗， 按NYHA分级大于Ⅱ级。

该药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年版）》乙类范围，

2019年销售额约8.15亿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