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39� � � �公司简称：ST狮头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603105� � �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025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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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董事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作为公司

董事的戴建康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999,9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4.9999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戴建康先生计划在2020年5月6日至2020年10月30日

期间 （窗口期不得减持）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6,

249,97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249995%），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的，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收到戴建康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

告知函》，戴建康先生于减持计划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268,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6537%，减持后，戴建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731,4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3462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集中竞价减持时间区间

届满。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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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建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4,999,900 4.99998% IPO前取得：24,999,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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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建康 3,268,500 0.65370%

2020/5/6 ～

2020/10/30

集中竞价

交易

9.98－12.40 35,312,562.00 已完成 21,731,400 4.3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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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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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0/31

证券代码：605166� � �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0-029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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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2020-07、2020-14）， 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含）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

好、稳健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办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签订协议，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购

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WZ00179)，期限：

92天[2020年7月30日（含当日）至2020年10月30日止（含当日）]，该产品为保

本浮动收益产品。 2020年10月30日，公司赎回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收回本金

人民币2,000万元整，取得收益15.63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3.10%。 上述理财产

品购买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

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

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

CWZ00179)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5.63 0

合计 2,000.00 2,000.00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5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5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0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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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田玉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陈迎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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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237,762.49 2,296,992,061.36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64,078,000.77 717,373,275.92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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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83,710.62 -44,464,183.03 7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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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940,382.80 576,177,253.68 -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214,766.66 1,299,541.08 -4,19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1,331,358.59 2,345,982.66 -2,28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70 0.16 减少7.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4 0.0044 -4,2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4 0.0044 -4,2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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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41.68 165,681.16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48,6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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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62.20 891,452.23 失业保险返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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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18.00 -514,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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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68,5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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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106.80 -3,869,2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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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59 -3,534.08

所得税影响额 160,110.45 729,137.05

合计 -428,381.42 -1,883,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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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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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

公司

133,697,200 45.57 0 质押 107,702,588 境内非国有法人

田玉波 5,000,000 1.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江畔 4,455,844 1.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兴 3,100,000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玉涛 2,306,200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德奎 2,000,00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晏文 1,608,0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雄 1,300,000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东海基金－工商银

行－东海基金－金

龙60号资产管理计

划

1,300,000 0.4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隗合双 1,145,1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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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133,69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697,200

田玉波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黄江畔 4,455,844 人民币普通股 4,455,844

田兴 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

田玉涛 2,30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6,200

李德奎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郑晏文 1,6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8,000

田雄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金

龙60号资产管理计划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隗合双 1,14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韩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田玉波为韩建河山董事；田雄、李德奎、郑晏文、田玉涛、田玉波为

韩建集团董事。田玉波与田玉涛为兄弟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未知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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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其他应收款 8,958,420.09 6,782,686.39 32.08

存货 360,292,735.48 162,351,709.40 121.92

其他流动资产 40,423,662.97 12,346,000.15 227.42

长期股权投资 2,099,658.86 1,583,782.78 32.57

开发支出 22,123,177.46 2,266,264.40 876.20

长期待摊费用 101,414,342.45 65,536,885.36 54.74

短期借款 485,755,638.88 339,271,220.13 43.18

应付票据 23,620,964.00 222,406,917.07 -89.38

预收款项 112,524,430.46 -100.00

合同负债 365,400,198.78 /

应付职工薪酬 7,037,020.94 17,995,922.42 -60.90

应交税费 4,586,739.85 14,726,357.67 -68.85

其他应付款 255,450,598.35 58,390,689.92 337.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9,386,374.08 314,739,949.35 -74.78

其他流动负债 11,414,965.00 /

1）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商丘项目土地复垦保证金增加所致。

2）存货：主要系公司吉林二期项目、内蒙古项目、商丘项目开工，产成品

及在产品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可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系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5）开发支出：主要系公司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主要系商丘项目本年度建厂完成，临时设施增加所致。

7）短期借款：主要系公司信用借款增加所致。

8）应付票据：：主要系公司偿还到期应付银行票据所致。

9）预收款项：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列报所致。

10）合同负债：主要系公司收到新中标项目预收款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主要系上年度计提的各项奖金在本期发放所致。

12）应交税费：主要系期初未缴税金在本期缴纳所致。

13)�其他应付款：主要系收到韩建集团临时往来款增加所致。

1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偿还

所致。

15）其他流动负债：主要系已背书转让未终止确认商业承兑汇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69,940,382.80 576,177,253.68 -35.79

营业成本 284,685,439.47 440,408,726.55 -35.36

研发费用 6,529,144.32 2,568,252.64 154.23

信用减值损失 21,651,666.94 11,593,523.92 8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083,710.62 -44,464,183.03 783.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09,588.53 -56,378,279.04 -33.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108,799.26 58,829,268.58 -445.25

1）营业收入： 主要系在疫情影响下，项目工期在一季度影响严重，均未

能按期开工，公司四月份逐步恢复生产并供货。

2）营业成本： 主要系公司同比收入大幅下滑导致成本下降所致。

3）研发费用： 主要系子公司研发项目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投入增加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系公司本年度进一步清理债权，通过仲裁、诉讼、

引入第三方债权清收机构、成立清算工作小组、专人跟踪等方式进行债权回

收，信用减值损失冲回所致。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公司收到新中标项目预收款及

收到韩建集团临时往来款增加所致。

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公司商丘分公司项目场地建设

支出所致。

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系公司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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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玉波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0-101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他达拉非片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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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知悉，根据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批准函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

限公司向FDA申报的他达拉非片获得了简略新药申请（以下简称“ANDA” ，即美

国仿制药申请，申请获得美国FDA审评批准意味着申请者可以生产并在美国市场

销售该产品）的批准。 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他达拉非片

剂型：片剂

规格：2.5mg、5mg、10mg和20mg

适应症：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申请人：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ANDA：208824

二、药品其他情况

1、药品说明

他达拉非是环磷酸鸟苷（cGMP）特异性磷酸二酯酶5（PDE5）的选择性、可

逆性抑制剂。 最早由美国礼来公司研制开发，作为治疗男性勃起障碍（ED）的药

物，商品名为“CIALIS”（希爱力）。 2009年FDA批准了他达拉非作为治疗肺动脉

高压（PAH）的药物，礼来公司首先进行了此适应症的制剂申报并获得FDA批准，

商品名为“ADCIRCA” 。 2011年礼来公司又申请了“CIALIS” 的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BPH）的适应症，并获得FDA批准。

2、药品研发及注册过程

他达拉非片于美国时间2016年7月18日向美国FDA提交ANDA申请， 并获得

受理（受理号：ANDA208824），美国时间2017年10月16日，FDA签发了他达拉非片

暂定批准函。 美国时间2020年10月27日收到FDA正式批准函。

3、研发投入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投入约为140万美元。

三、药品市场状况分析

男性勃起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据公开文献显示，男性勃起障

碍和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一样呈增长之势。

PDE5抑制剂是国内外公认的ED一线治疗方案，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主要产品

有美国辉瑞公司的万艾可（西地那非）和德国拜耳公司的艾力达（伐地那非），以

及美国礼来公司的希爱力（他达拉非）。 他达拉非是这三种ED治疗药物中起效最

快，药效持续时间最长，且唯一不受高脂饮食和酒精摄入影响的药物。 他达拉非

2019年全球销售额约11.98亿美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他达拉非片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

该药品的资格，将对公司拓展市场带来积极影响，公司将积极推动该药品的上市

销售。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88393� � �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0-008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总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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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陈泽龙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泽龙先

生因个人职业规划， 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泽龙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辞职后，

陈泽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陈泽龙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满足公司管理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于

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杨志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志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杨志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通过对杨志燎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相关资料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

杨志燎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杨志燎先生已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且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公司财务总监职责所必须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能够胜任财务总监的工作。 本次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杨志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网公告附件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附：杨志燎先生简历

杨志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1年7月至2019年10月历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高级审计员、项目经理，2019年11月至2020年9月任

海伦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外财务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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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冬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驰浩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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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909,415.39 443,324,250.25 2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4,944,430.57 410,015,240.3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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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3,720.98 4,279,623.92 -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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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80,793.89 39,259,284.75 5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9,190.23 6,979,888.10 -2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42,834.81 6,961,213.28 -4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5 1.610 减少0.4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4 0.0303 -29.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4 0.0303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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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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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439.59 1,671,4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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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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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1,769.34 616,969.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8,242.02 -730,660.26

所得税影响额 -357,363.96 -571,420.87

合计 536,602.95 986,3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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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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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61,412,700 26.70 0 质押 47,982,376 境内非国有法人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5,857,300 11.24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6,645,070 7.24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1,651,549 5.0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嘉恳芬芳10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9,843,628 4.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泽洋 7,195,646 3.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智 4,900,049 2.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桦悦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4,517,204 1.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吴德英 4,122,800 1.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文普 3,896,871 1.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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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1,412,700 人民币普通股 61,412,700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5,85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57,300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645,070 人民币普通股 16,645,07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651,549 人民币普通股 11,651,549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恳芬芳10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843,628 人民币普通股 9,843,628

王泽洋 7,195,646 人民币普通股 7,195,646

李智 4,900,049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49

上海桦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517,204 人民币普通股 4,517,204

吴德英 4,12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2,800

赵文普 3,896,871 人民币普通股 3,896,8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桦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旭

先生控制的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资委控制，

但不形成一致行动关系，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披露的《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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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杭州昆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汀科技” ）40.00%股权，同时昆汀科技自然人股东方林宾、刘佳东将其

对昆汀科技合计10.54%的表决权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无条件、不可撤销地

委托予上市公司行使。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表决权委托

股份质押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详见公司于9月8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等相关

公告。 公司已对昆汀科技从财务、经营及决策等方面实施了控制，于2020年

9月起昆汀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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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末，昆汀科技股权过户手续、表决权委托股份质押手续

已全部办理完毕，详见公司于9月8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过户完成的公告》、《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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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份起昆汀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预期公司2020年度

全年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公司名称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冬梅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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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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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狮头股份” ）第八

届董事会于2020年10月30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了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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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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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于

2020年10月30日在公司召开了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邹淑媛女士召集，与会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0月3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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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16� � � �公司简称：韩建河山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