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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邬建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铁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铁阳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312,078,342.78 11,234,314,273.34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548,860,634.85 7,375,492,362.88 2.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85,814,001.31 773,868,388.32 1.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18,660,824.32 3,765,837,462.16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7,433,068.41 337,412,661.57 1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210,132.61 315,217,777.83 13.96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5.19 4.57

增加

0.6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7 0.32 15.6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7 0.32 15.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8,268.30 -1,456,548.64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17,877.04 19,356,918.7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090,562.25 16,032,108.0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8,563.64 -922,226.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46.02 882.98

所得税影响额

-1,650,439.94 -4,788,199.20

合计

10,091,021.39 28,222,935.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7,7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迈科国际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693,680,000 65.75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556,015 2.14

未知 未知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393,622 1.55

未知 未知

王孝安

8,580,979 0.81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融通中国风

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52,516 0.81

未知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7,376,324 0.70

未知 未知

邬建树

7,210,308 0.68 0

无 境外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755,065 0.64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35,537 0.62

未知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5,867,470 0.56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迈科国际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693,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3,6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556,015

人民币普通股

22,556,015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393,622

人民币普通股

16,393,622

王孝安

8,580,979

人民币普通股

8,580,9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融通中国风

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52,516

人民币普通股

8,552,516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7,376,324

人民币普通股

7,376,324

邬建树

7,210,308

人民币普通股

7,210,3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755,065

人民币普通股

6,755,06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35,537

人民币普通股

6,535,53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5,867,470

人民币普通股

5,867,4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邬建树先生持有迈科国际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除此以外

，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42,066,677.80 822,457,801.96 26.70%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资金减少

，

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0,000,000.00 780,000,000.00 -62.82%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金额减少

所致

应收票据

254,090,848.03 440,734,534.85 -42.3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

票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7,080,581.15 13,981,969.00 -49.36%

主要系公司收回保证金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20,551,786.8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将子公司拟出售的

旧厂房及土地使用权重分类至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2,292,232.29 97,855,571.08 96.51%

主要系公司预付工程

、

设备款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645,918,494.35 500,318,635.16 29.10%

主要系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24,717,751.02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

，

公司将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58,240,620.24

不适用

根据新收入准则

，

公司将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81,749,457.95 68,557,861.25 19.24%

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

、

企业所

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777,403.42 8,181,531.69 43.95%

主要系公司收到保证金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837,810.76 -100.00%

主要系公司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182,5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204,015,017.22 172,340,145.15 18.38%

主要系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998,107.66 -4,380,983.53 -310.82%

主要系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3,439,405.22 -4,636,359.11 821.24%

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失 增

加所致

利息收入

12,289,528.86 18,057,500.55 -31.94%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5,395,818.75 10,543,182.36 46.03%

主要系本期归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 助

增加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10,317,128.23 15,587,654.43 -33.81%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合营

、

联营公司的投

资收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361,023.63 2,175,398.68 300.47%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93,938.00 -6,287,984.58 -69.88%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040,549.28 2,623,502.47 -60.34%

主要系本期三包服务费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化及原因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5,814,001.31 773,868,388.32 1.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695,057.64 -692,141,989.4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695,880.99 -233,736,860.75

不适用

项 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80,735,226.06 59,028,534.70 36.7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3,925,851.94 183,933,903.29 43.49%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3,973,861.73 514,149.74 6507.78%

主要系本期收到子公司处置旧厂房

及土地使用权款项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880,000,000.00 1,740,100,000.00 -49.43%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16,775,000.00 142,100,000.00 404.42%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13,990,800.00 55,000,000.00 1379.98%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15,480,080.99 320,836,860.75 -32.84%

主要系本期支付现金股利金额减少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2,452,353.22 1,227,437.01 -1114.50%

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邬建树

日期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1689� � � � �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2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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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9日17时在公司总部

C-105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董秘办已于2020年10月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邬

建树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八名，实际出席董事八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邬建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 王斌先生、潘孝勇先生、吴伟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其中王斌先生为主任

委员、召集人。

（2）选举 周英女士、汪永斌先生、王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周英女士为主任委员、召

集人。

（3）选举 汪永斌先生、赵香球女士、邬建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汪永斌先生为主任委

员、召集人。

（4）选举 赵香球女士、周英女士、邬建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赵香球女士为主

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潘孝勇先生、吴伟锋先生、蒋开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明臻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以下为王明臻先

生简历：

王明臻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宁波拓普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

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洪铁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以下为洪铁阳先生简历：

洪铁阳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历任宁波

华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宁波中诚税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宁波

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龚玉超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以下为龚玉超先生简历：

龚玉超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统计师。历任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专

员，现任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拓普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拓普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董事会认为该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确认该报告及其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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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拓普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一）、（二）、（三）、（四）中相关人员的简历，公司已在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中作了

详细披露，详情请参阅。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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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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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育王山路268号公司总部 C-1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15,992,04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86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案逐项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邬建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明臻先生出席会议；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0年度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15,992,0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邬建树

715,397,978 99.9170

是

2.02

王斌

715,230,043 99.8935

是

2.03

潘孝勇

715,230,043 99.8935

是

2.04

吴伟锋

715,397,978 99.9170

是

2.05

蒋开洪

715,397,978 99.9170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周英

715,441,246 99.9230

是

3.02

赵香球

715,489,547 99.9298

是

3.03

汪永斌

715,483,847 99.929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颜群力

714,643,100 99.8115

是

4.02

段小成

715,441,246 99.923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额度的议案

15,101,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邬建树

14,507,670 96.0662

2.02

王斌

14,339,735 94.9542

2.03

潘孝勇

14,339,735 94.9542

2.04

吴伟锋

14,507,670 96.0662

2.05

蒋开洪

14,507,670 96.0662

3.01

周英

14,550,938 96.3527

3.02

赵香球

14,599,239 96.6725

3.03

汪永斌

14,593,539 96.6348

4.01

颜群力

13,752,792 91.0676

4.02

段小成

14,550,938 96.35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蔡诚、李嘉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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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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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9日16时在公司总部

C-105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董秘办已于2020年10月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颜群力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颜群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拓普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一）中相关人员的简历，公司已在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作了详细披露，详情请参阅。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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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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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15日以书面方式通过专人送出、传真、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

于2020年10月19日在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二楼西侧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南桂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在珠海横琴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赛隆悦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珠海横琴新区赛隆悦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由公司100%持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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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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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在珠海横

琴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赛隆悦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为准）。 珠海横琴新区赛隆悦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由公司

100%持股。

此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横琴新区赛隆悦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霖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7167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生物化

工产品技术研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批

发；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细胞技术研发和应

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

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委托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化妆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婴幼儿配方食品生

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检验

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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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营业期限：长期

资金来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隆悦佳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以上各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设立全资子公司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目的：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自身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求，是从公司的长远

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主要目的是拓展公司生产经营领域，增强综合竞争力。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该子公司正式运营后，可能面临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其

经营情况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或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带来一定影响。公司将加强对

子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前述风险。 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不存在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风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设立子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

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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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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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

月19日下午3：00在南京市茶亭东街24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

监事会已于2020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祁冬

君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衣念上海等相关方签署及执行〈和解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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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与衣念上海等相关方签署及

执行《和解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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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及子公司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称“甜维你” ），拟与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衣念上海” ）、E-Land�

Fashion�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称“衣念香港” ）、株式会社衣恋世界、北京衣念阳光商贸

有限公司、深圳衣念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衣念商贸有限公司、西安衣念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尚

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衣恋（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并达成最终和全面

的和解。 和解款项共计人民币4.76亿元（以下称“和解款项” ），包括香港仲裁案所涉甜维你

10%股权的转让价款3亿元 （双方确认， 甜维你的 “2019年估值净利润” 为人民币266,666,

666.67元）以及资产转让合同纠纷等案的含税和解金额1.76亿元。 和解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和解协议相关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关于香港仲裁案（公司已于2020年6月19日披露《关于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受理邮件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由衣念上海根据和解协议的相关约定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或仲裁庭提出申请撤回所有仲裁请求， 向上海一中院提交不可撤销的书面申请解除针对公

司采取的全部仲裁保全措施，并向公司转让其所拥有的甜维你10%股权。 公司将根据和解协

议的相关约定，向衣念上海支付相关和解款项。 各方同意承担各自的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及

其他法律成本费用。

关于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公司已于2019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甜维你（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由衣念上海

根据和解协议的相关约定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撤回起诉， 衣念上海向法院提交不可撤销的书

面申请，解除针对甜维你名下相关账号等所采取的全部保全措施。 甜维你将根据和解协议的

相关约定，向衣念上海支付相关和解款项。 甜维你将向法院提交撤回反诉申请，解除针对衣

念上海的全部保全措施。 案件的受理费、保全费由衣念上海承担。 反诉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

甜维你承担。 各方同意承担各自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法律成本费用。

关于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公司已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企业收到

法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由衣念上海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撤回

起诉，并承担该案案件受理费。 各方同意承担各自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法律成本费用。

自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和解协议构成各方之间包括但不限于因系争协议而产生或与

系争协议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任何和全部争议之最终和全面的和解。 特别地，和解协议将全面

取代、更新所有系争协议，各方在和解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取代、更新各方在所有系

争协议项下的所有原债权债务关系， 各方在系争协议项下的原债权债务关系应视为同时消

灭，不再履行。 各方之间对于在和解协议签署之日前订立、建立及存在的包括但不限于系争

协议履行的任何事实、行为、承诺、法律关系、协议、合同等（“豁免事项” ）均不再存有任何争

议。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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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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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0

月19日下午2:00在南京市茶亭东街24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

董事会已于2020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

议由董事长王致勤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衣念上海等相关方签署及执行〈和解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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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04月0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于2020年04月1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

子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8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

（含审议时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金额）进行委托理财，投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委托理财金额不得超过

80,00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2020年04月02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0年07月14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认购的8,000万元人民币的“工银理财保本型‘随

心E’ 2017年第3期” 理财产品已于近日到期赎回，相应的本金和收益已到账。

二、截至本公告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未到期情况

1、2020年07月22日， 公司向华夏银行兰州分行营业部认购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龙盈固定

收益类尊享1号三个月定开理财产品。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4）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20年07月27日，公司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元达

信-固益联-联债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2020年08月04日，公司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中信证券

信享臻选812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同日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5,000万元人民

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77天” 产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2020年08月05日，公司向交通银行天水分行认购了10,0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76天” 产品和1,0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8天” 产品”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6）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5、2020年09月15日，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认购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农银时时付” 开放式

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20年09月16日公司认购了15,000万元人民币的“汇信5号伊洛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2）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持有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49,000万元

人民币。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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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何建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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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3日，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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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公司副总经

理何建平先生有公司股份1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25%），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15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500股 （减持股份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056%）。

近日，公司收到副总经理何建平先生发来《关于减持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截

至本公告日，副总经理何建平先生的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经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何建平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20

日

13.84 20,000 0.0026%

何建平先生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二期已

解除限售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数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数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何建平

合计持有股份

170,000 0.0225% 150,000 0.019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500 0.0056% 22,500 0.00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7,500 0.0169% 127,500 0.016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预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

2、本次减持计划持续期间，上述股东将继续履行承诺，严格按相关照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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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何建平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