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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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聪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景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惠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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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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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961.30 580,719.31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4,662.53 426,474.6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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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7.54 8,389.13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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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60.99 202,471.09 -1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54.63 38,069.29 -2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3.72 23,092.44 -7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8.66 减少 2.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66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66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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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9,757.79 233,9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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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8,871.97 26,456,0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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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6,821.31 34,894,863.63

持有债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持有和处置债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4,109,009.42 163,351,473.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657.62 -2,330,369.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3.59 4,172.10

所得税影响额 -3,203,792.62 -8,001,043.43

合计 63,950,891.90 214,609,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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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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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308,768,140 53.73 质押 50,000,000 境外法人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8,650,000 4.99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5,150,000 4.38 质押 21,186,44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2,650,000 3.94 质押 18,2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智立方（泉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2,050,000 3.84 质押 14,2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3,623,749 2.37 未知 其他

兴证证券资管－兴业

银行－兴证资管鑫众

76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9,804,613 1.71 未知 其他

吴晓滨 8,142,554 1.4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培泉 7,500,000 1.3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UBS�AG 7,138,062 1.24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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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8,768,140 人民币普通股 308,768,140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50,000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50,000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50,000

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623,749 人民币普通股 13,623,749

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

鑫众 7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804,613 人民币普通股 9,804,613

吴晓滨 8,142,554 人民币普通股 8,142,554

陈培泉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UBS�AG 7,138,062 人民币普通股 7,138,0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盾、泉州市睿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加贫及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加芽为兄弟关系；

陈金盾、陈加贫、陈加芽与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美箸为兄妹关系；

林聪颖为陈金盾的妹夫，为陈加贫、陈加芽、陈美箸的姐夫；

陈培泉为陈加贫之子。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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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8,714.70 15,003.00 -6,288.30 -41.91

应收款项融资 460.00 86.80 373.20 429.95

预付款项 6,300.90 3,544.43 2,756.47 77.77

债权投资 5,149.59 - 5,149.59 -

投资性房地产 42,807.34 32,423.48 10,383.86 32.03

固定资产 35,254.18 51,347.25 -16,093.07 -31.34

在建工程 5,748.30 2,838.04 2,910.26 102.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3.02 1,029.90 -346.88 -33.68

短期借款 44,904.39 27,298.26 17,606.13 64.50

应交税费 4,712.13 8,666.45 -3,954.32 -45.63

其他流动负债 7,282.95 4,615.97 2,666.98 57.78

递延收益 183.33 733.33 -550.00 -7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97 18.15 -7.18 -39.56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6,288.30万元，减幅 41.91%，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减少导致应收客户货款减少；

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增加 373.20 万元，增幅 429.95%，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

致；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2,756.47万元，增幅 77.77%，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的材料及成衣款增加，以及预付

管理咨询服务费增加所致；

债权投资较年初增加 5,149.59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较年初增加 10,383.86万元，增幅 32.03%，主要是报告期内自用房产出租所致；

固定资产较年初减少 16,093.07万元，减幅 31.34%，主要是报告期内自用房产出租以及计提折旧所致；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2,910.26万元，增幅 102.54%，主要是报告期内供应链系统优化升级项目费用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 346.88万元，减幅 33.68%，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17,606.13万元，增幅 64.50%，主要是报告期内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3,954.32万元，减幅 45.63%，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2,666.98万元，增幅 57.78%，主要是报告期内预计应付退货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较年初减少 550.00万元，减幅 75.00%，主要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减少 7.18万元，减幅 39.56%，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摊销导致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财务费用 3.14 1,029.44 -1,026.30 -99.69

其他收益 1,362.27 1,013.69 348.58 34.39

信用减值损失 -693.06 -300.66 -392.40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5,105.41 9,554.88 5,550.53 58.09

营业外支出 470.41 141.17 329.24 233.22

所得税费用 6,199.62 9,213.55 -3,013.93 -32.71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26.30万元，减幅 99.69%，主要是报告期内融资贴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348.58万元，增幅 34.39%，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企业扶持金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392.40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减少冲减计提的信用减

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5,550.53万元，增幅 58.09%，主要是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存货变现风险

增加，导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329.24万元，增幅 233.22%，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新冠疫情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013.93万元，减幅 32.71%，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同比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27.54 8,389.13 4,838.41 57.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47.67 36,940.15 -15,392.48 -41.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15.61 -63,370.25 44,654.6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838.41万元，增幅 57.67%，主要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但公司控制采购支出，以及缴纳税费的减少，从而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5,392.48万元，减幅 41.67%，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净额

减少以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4,654.64 万元， 主要是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增加，以及偿还债务和向股东分派现金红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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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 6月 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盛投资” ）

与上海景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辉投资” ）签署了《景林九盛互联网时尚产业基金投

资意向书》，发起设立互联网时尚产业基金（以下简称“景林九盛基金” ），投资于互联网时尚生活相关项

目。 该基金由上海景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管理人，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10亿元。 九盛投资作为本基

金的有限合伙人，拟认缴金额为 9.9亿元，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99%；景辉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拟认缴金

额为 0.1亿元，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1%。 该基金于 2015年 7月 10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

注册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 6月 2日、2015年 7月 15日刊载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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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公告。 ）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景林九盛基金累计投资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都衣

舍” ）13,584万元，持有韩都衣舍 16,393,39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7.82%。

2、2015年 7月 31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金陵华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了《华软新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意向书》，发起设立华软新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新

文化基金” ），专注投资新文化时尚相关企业。金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常州华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华软” ）作为普通合伙人，并委托常州华软进行基金管理，该基金总规模

为人民币 5.1亿元。 2016年 7月 20日，经基金全体合伙人协议决定，常州华软将其在该基金的 1,000万元出

资转让给华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软” ），同意上海华软入伙，并承担原常州华软在该基金

的全部出资份额。 上海华软成为本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详见公司

2016年 7月 22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九牧王关于新文化产业基金变更普通合伙人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新文化基金持有三方新华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15%股权，北京学信速达科技有限

公司 8%股权，北京天之华软件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并作为北京银叶金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有限合伙人（简称“银叶金光” ）持有银叶金光 7.6864%的出资比例。

3、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其他重要事项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主体 投资标的 投资金额 对外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索引

1

西藏工布江达县

九盛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苏州慕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2020年 8月 7日 临 2020-019

2

西藏工布江达县

九盛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鑫雨资本钻石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2020年 9月 10日 临 2020-028

3

西藏工布江达县

九盛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宁波君度景弘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000.00 2020年 9月 17日 临 202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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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聪颖

日期 2020年 10月 26日

公司代码：601566� � � �公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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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在厦门市思

明区宜兰路 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 5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佩玲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

及相关资料于 2020年 10月 21日书面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信息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不遵守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532� � � �证券简称：今天国际 公告编号：2020-075

债券代码：123051� � � �债券简称：今天转债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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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26日

证券代码：300717� � � �证券简称：华信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6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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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 2020年 10月 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6日

证券代码：300279� � � �证券简称：和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7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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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0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公司 2020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20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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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由守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春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杰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513,983,977.43 7,294,961,182.44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4,409,265,515.13 4,292,713,362.60 2.7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31,027,079.03 9.75% 2,577,066,665.35 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18,966,511.85 18.12% 338,205,639.75 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3,537,691.54 8.83% 328,978,347.85 1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342,036,894.37 145.05% 347,357,801.96 -12.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83 18.17% 0.4216 2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83 18.17% 0.4216 2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0.44% 7.75% 1.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279,835.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1,003,4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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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878.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8,223.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17,371.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19,588.12

合计 9,227,291.9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1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东益生

物工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7% 124,888,049 质押 44,672,696

由守谊 境内自然人 10.09% 80,924,299 60,693,224 质押 17,860,000

嘉兴聚力叁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40,110,717

PACIFIC�

RAINBOW�

INTERNA-

TIONAL, �

INC.

境外法人 3.45% 27,654,757

烟台金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4% 26,786,68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

新兴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6% 18,131,821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1% 17,711,155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嘉实远

见精选两年

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5% 11,666,292

全国社保基

金六零二组

合

其他 1.45% 11,607,800

南京世嘉融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8,976,628 8,976,628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4,888,049

人民币普通

股

124,888,049

嘉兴聚力叁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110,717

人民币普通

股

40,110,717

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AL,�INC.

27,654,757

人民币普通

股

27,654,757

烟台金业投资有限公司 26,786,680

人民币普通

股

26,786,680

由守谊 20,231,075

人民币普通

股

20,231,07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131,821

人民币普通

股

18,131,8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711,155

人民币普通

股

17,711,15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远见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66,292

人民币普通

股

11,666,292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1,607,8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607,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196,705

人民币普通

股

8,196,7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守谊持有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其妻子和女儿持有烟

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9%股权。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36.28%，主要是东诚支付安迪科 13.6895%股权款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57.44%，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3.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33.58%，主要是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 37.46%，主要是往来款减少及押金退回影响。

5.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61.04%，主要是收购米度增加厂房办公楼装修费用摊销。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50.15%，主要是安迪科核药房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7.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132.23%，主要是应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8.预收款项及合同负债较期初减少 49.84%，主要是期初预收款项核销所致。

9.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49.77%，主要是支付安迪科 13.6895%股权款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99.46%，主要是偿还借款所致。

11.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8708.12%，主要是增加借款所致。

12.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 42.13%，主要是销量增加所致。

13.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30.20%，主要是本期汇兑损益影响。

14.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100.53%，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5.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38.01%，主要是理财收益影响。

16.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34.40%，主要是收到往来款增加所致。

17.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44.86%，主要是购买材料付款影响。

1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增加 35.08%，主要是理财产品收回影响。

19.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2571.08%，主要是处置固

定资产影响。

20.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49.77%，主要是核药房固定资

产投资增加所致。

21. 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47.88%， 主要是安迪科收购米度支付股权款及东诚支付安迪科

13.6895%股权款所致。

2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138.4%，主要是增加借款所致。

23.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44.28%，主要是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2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85.18%，主要是分红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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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 10月，公司与北京肿瘤医院签订了放射性药物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战略合

作协议签署后，经过公司与北京肿瘤医院的沟通协商，就引进北京肿瘤医院用于检测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成

像诊断药物的事项达成协议，并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正式签订了《99mTc 标记美罗华（99mTc-SLN-F）探

针技术转让合同》，公司将获得 99mTc 标记美罗华（99mTc-SLN-F）分子探针产品在全球的专利、临床开

发与注册、生产和市场销售的独家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0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关于引进北京肿瘤医院核药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

2020-004）

2、2019年 10月 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经过与北

京肿瘤医院的沟通协商，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迪科，引进北京肿瘤医院用于检测前列腺癌诊断药物的事项

达成协议，并于 2020 年 5 月 5 日正式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公司将获得 18FAL-PSMA-BCH-ZL 分子

探针产品在全球的专利、临床开发与注册、生产和市场销售的独家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0 月 31

日、2020 年 5 月 6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引进前列腺癌显像诊断

核药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2020-040））

3、2020年 1月 2日，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安迪科的通知，通知其控股子公司广东回旋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送的《药品 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1月 3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药品 GMP认证检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4、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东诚北方的通知，通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国产保健食品注册

证书》。（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2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获得国产保健食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6）

5、公司从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下发的《关于公布山东省 2019 年

第一批和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的通知》（鲁科字[2020]19号）文件知悉，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

大洋制药有限公司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1937000079，发证日期：2019年 11 月 28 日,

有效期：3年。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3月 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9））

6、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三方签署了《技术

转让合同》和《技术开发（合作）合同》，三方共同参与研究开发新靶点抗血栓化学创新药 DCP118（以下简

称“DCP118” ）。开发完成后，公司将获得 DCP118在全球的专利、临床开发与注册、生产和市场销售的独家

权利。（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4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共同开发新靶点创新药物合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9））

7、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收到德国汉堡卫生当局颁发的依诺肝素钠原料药、肝素钠原料药、硫酸软

骨素原料药 GMP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5月 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原料药依诺肝素钠、肝素钠和

硫酸软骨素钠取得德国汉堡卫生当局颁发的 GMP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8、2020年 5月 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迪科和 /或其关联方（以下简称“投资人” ）与米度（南京）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度生物” 或“目标公司” ）及其股东世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康控

股” ）、南京米安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云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

米度（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意向书》，投资人拟通过增资及收购世康控股持有的目标公司 48.31%

股权的方式投资米度生物。 2020年 7月 25日，安迪科与世康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安迪科、公司副

总经理罗志刚先生与世康控股、南京米安北、南京云米和米度生物签署了《增资协议》，具体事项如下：1、安

迪科以现金 9,665 万元收购世康控股持有的目标公司 48.308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49.37 万元）；2、公司

副总经理罗志刚先生以现金 63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 61.89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占其增资后总股本的

2.9991%；安迪科以现金 37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 36.35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占其增资后总股本的 1.7614%。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5月 25日、2020年 7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

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米度（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

与关联方向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2020-054））

9、2020年 7月 9日，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安迪科的通知，通知其控股孙公司上海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收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发送的《药品生产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 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通过药品生产现场检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10、2020年 8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鲁鼎思诚拟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014,21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25%，并于 2020年 9月 18日减持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8月 7日、2020 年 9 月 12 日、2020 年 9 月

17日、2020年 9月 18日、2020年 9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关于股东减持股

份达到 1%的公告》、《关于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公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0、2020-064、2020-065、2020-066、

2020-067））

11、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迪科与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GE� HEALTHCARE�

(SHANGHAI)� CO.,� LTD.）签署了许可协议，授权安迪科在中国大陆申请并持有药品注册证书、并在约定

区域内生产、经销锝[99mTc]替曲磷注射液，该产品为 SPECT�检测冠心病的心肌灌注显像剂，是目前欧美、

日本心肌灌注主要核药产品之一； 公司下属公司北京欣科思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 GE� HEALTHCARE�

AS�签署了进口与分销协议，授权北京欣科在中国大陆非独家进口和经销注射用亚锡替曲膦（具体内容详

见 2020年 10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签署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引进北京肿瘤医院核药产

品事项

2019年 10月 3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2020年 01月 13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引进北京肿瘤医

院核药产品的公告》

全资子公司安迪科引进前列腺癌

显像诊断核药产品事项

2019年 10月 3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2020年 05月 06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引进

前列腺癌显像诊断核药产品的公

告》

全资子公司安迪科控股子公司通

过药品 GMP认证检查事项

2020年 01月 03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

药品 GMP认证检查的公告》

全资子公司东诚北方获得国产保

健食品注册证书事项

2020年 02月 25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子公司获得国产

保健食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公司签署共同开发新靶点创新药

物合同事项

2020年 04月 2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共同开发新

靶点创新药物合同的公告》

公司取得德国汉堡卫生当局颁发

的 GMP证书事项

2020年 05月 1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公司原料药依诺

肝素钠、 肝素钠和硫酸软骨素钠

取得德国汉堡卫生当局颁发的

GMP证书的公告》

全资子公司安迪科收购米度生物

部分股权并与关联方向其增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

2020年 05月 25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

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2020年 07月 27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

米度（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并与关联方向其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全资子公司安迪科控股孙公司通

过药品生产现场检查事项

2020年 07月 10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下属公司通过药

品生产现场检查的公告》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事项

2020年 08月 07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2020年 09月 12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达

到 1%的公告》

2020年 09月 17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东计划减持股

份数量过半的公告》

2020年 09月 18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达

到 1%的公告》

2020年 09月 19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下属公司签署协议事项 2020年 10月 22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下属公司签署协

议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6年募集资金益泰医药铼【188-Re】临床研究项目结项，期末无余额，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20

年 8月 12日销户。

公司 2018 年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税费” 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利

息 326,577.01，已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20年 9月 11日完成销户。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仅剩 2018年募集资金核药房建设项目在投入期，投资总额 19300 万元，期

初至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3424.45万元，累计投入金额 9882.51万元，累计期末投资进度 51.20%。

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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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万元）

36,000

-

-

46,800 15,471.47 增长 132.69%

-

-

202.49%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4488

-

-

0.5834 0.1929 增长 132.66%

-

-

202.44%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 2020 年原料药业务持续增长，制剂、核药业务前期受疫情影响，现已逐步

恢复，预计 2020 年公司经营业绩保持增长，同时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增长幅度

较大。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4,903 34,903 0

合计 34,903 34,903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

索引

2020年 03 月

16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贝莱德基金

了解公司发

展情况及经

营管理规划

贝莱德基金对公

司进行电话会议

调研，调研会议纪

要详见 2020 年 3

月 16 日披露 《烟

台东诚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0年 04 月

19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券商研究员、

公募基金、保

险产品、私募

等 228人

了解 2019 年

及 2020 年一

季度经营情

况

券商研究员、公募

基金、 保险产品、

私募等 228 人对

公司进行电话会

议调研，调研会议

纪要详见 2020 年

4月 19日披露《烟

台东诚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0年 06 月

10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鹏华基金、涌

峰投资等公

募基金、私募

了解公司经

营及发展情

况

鹏华基金、涌峰投

资等公募基金、私

募对公司进行电

话会议调研，调研

会 议 纪 要 详 见

2020 年 6 月 10 日

披露《烟台东诚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6 月

17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永盈基金、千

合资本等公

募基金、私募

了解公司经

营及发展情

况

永盈基金、千合资

本等公募基金、私

募对公司进行电

话会议调研，调研

会 议 纪 要 详 见

2020 年 6 月 17 日

披露《烟台东诚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8 月

07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券商研究员、

公募基金、保

险产品、私募

了解 2020 年

上半年经营

情况

券商研究员、公募

基金、 保险产品、

私募等 220 人对

公司进行电话会

议调研，调研会议

纪要详见 2020 年

8 月 7 日披露《烟

台东诚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0年 08 月

28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九泰基金、淡

水泉投资等

公募基金、私

募

了解公司发

展经营情况

九泰基金、淡水泉

投资等公募基金、

私募对公司进行

电话会议调研，调

研会议纪要详见

2020 年 8 月 28 日

披露《烟台东诚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9 月

11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云锋基金、高

毅资产等公

募基金、私募

了解核医药

行业发展情

况，解析米度

生物业务及

行业发展空

间了解公司

发展情况

云锋基金、高毅资

产等公募基金、私

募对公司进行电

话会议调研，调研

会 议 纪 要 详 见

2020 年 9 月 11 日

披露《烟台东诚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6 月

08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嘉实基金、平

安资本等公

募基金、私募

了解公司经

营及发展情

况

嘉实基金、平安资

本等公募基金、私

募对公司进行电

话会议调研，调研

会 议 纪 要 详 见

2020 年 6 月 8 日

披露《烟台东诚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5 月

21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WCM�

Investment�

Management

基金

了解公司经

营及发展情

况

WCM� Investment�

Management 基 金

对公司进行电话

会议调研，调研会

议纪要详见 2020

年 5 月 21 日披露

《烟台东诚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0年 05 月

29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广发基金、汇

添富基金等

公募基金

了解公司经

营及发展情

况

广发基金、汇添富

基金等公募基金

对公司进行电话

会议调研，调研会

议纪要详见 2020

年 5 月 29 日披露

《烟台东诚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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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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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26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长白山路 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以通讯

方式送达。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人，实到董事 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人数 2人，分别为董事夏兵、独立董事叶祖光）。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由守谊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烟台东

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刊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20年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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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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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2020年 10月 26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季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的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李季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

李季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及邮编：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号，264006

联系电话：0535-6371119

邮 箱：stock@dcb-group.com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7日

李季先生简历如下：

李季，男，1990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14年 7月至 2017年 4月在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运营管理部工作，2017年 4月至今在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2020年 9月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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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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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23日，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4

2020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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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566� � � �公司简称：九牧王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