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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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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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新
鲁忠芳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
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除本人亲属许华和鲁岩控制的北京中公在线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公在线” ）及其下属学校存在与中公有限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外，其余关联方均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学校
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的业务；除李永新在中公在线下属昆明五华中公
有限培训学校担任董事外，本人未在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存在竞
争业务的其他公司或企业任职、兼职或提供顾问建议。本人亦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业务的企业
或实体的股权（股份）。
二、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中公在线及其下属2所培训学校中，中公在线未从
事任何教育培训业务（待下属学校转让后予以注销）；中公在线下属北京市海淀
区凯瑞尔培训学校拟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并已签署举办者权益转让协议，如在
1、 北 京 市
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24个月内未完成转让，则本人将督促中公在线将北京市海淀
区凯瑞尔培训学校予以注销；中公在线下属昆明五华中公教育培训学校已停止营
海淀区凯
业，待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实施
瑞尔培训
条例》” ）正式颁布实施且相关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修改后的《实施条例》制定
学校转让：
的配套法规颁布实施后12个月内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注销。
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
三、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中公有限作为举办人拟将下属33所民非学校
100%举办者权益转让给李永新并签署了《关于北京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起 24 个 月
属民非学校之举办者权益转让协议》。 李永新拟将受让的33所民非学校托管给中
内
公有限经营管理并签署了《民非学校托管协议》。
2、 中
公在线下
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上述情形外，本人承诺在本人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属昆明五
组织等关联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
华中公教
关于避免
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 2018年9月 育 培 训 学
同业竞争
20日
校转让《实
事的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包括：1、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协助
的承诺函
施条例》正
他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2、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式颁布实
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3、本人不会受聘
施且相关
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任何竞争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向该等竞争者提供任何
地方教育
建议、协助或业务机会；4、本人不会指使、误导、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劝诱、胁迫
主管部门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终止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劳动
根据修改
关系或聘用关系；5、本人不会促使他人聘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
后的《实施
人员。
条例》制定
五、本人承诺，如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企业或者其
的配套法
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规颁布实
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则本人将在知悉该商业机会的5 个工
施 后 12 个
作日内书面通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
月内
司及其下属公司。
六、本人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
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七、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给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
通知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八、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
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
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本人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
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
九、承诺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时止。

截至本报
告期末，北
京市海淀
区凯瑞尔
培训学校
已转让给
无关联第
三方；其他
承诺正常
履行中。

王振东
中公合
伙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
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等关联方均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学校所从事的业
务相同、相似或相关的业务，除王振东在关联方北京中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下属学校北京市海淀区凯瑞尔培训学校担任董事外（北京中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北京市海淀区凯瑞尔培训学校的权益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转让完成后，王振东不在担任董事职务），本人未在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
属公司存在竞争业务的其他公司或企业任职、兼职或提供顾问建议。本人/本企业
亦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与上市公司、 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
似或相关业务的企业或实体的股权（股份）。
二、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承诺在本人/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
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等关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不得以任
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
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近或构
关于避免
成竞争的业务，包括：1、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2018年4月
同业竞争
27日
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
的承诺函
经营活动；2、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
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3、本人不会受聘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的任何竞争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向该等竞争者提供任何建议、 协助或业务机会；
4、本人/本企业不会指使、误导、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劝诱、胁迫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终止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
系；5、本人/本企业不会促使他人聘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
三、本人/本企业承诺，如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本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
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四、本人/本企业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
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李永新
鲁忠芳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在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
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避免和减
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除非上市公司经营发展所必需，将
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任何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平
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协
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并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关 于 减 少 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和规范关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不会利用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操纵、指使上市 2018年7月
联 交 易 的 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
27日
承诺函
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
4、本人将督促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遵守上述各项承诺。
5、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如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给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并于收到上市公司书
面通知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6、 承诺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为亚夏汽车实际控制人且与亚夏汽
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时为止。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王振东
航天产
业
中公合
伙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人/本企业/本企业在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期
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本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
的关联交易。2、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与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
关于减少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本企业将遵循市场原则
和规范关
2018年4月
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
联交易的
27日
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地位损
承诺函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不会利用拥
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操纵、指使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使得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
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公司负责人王振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雪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报告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证券代码：002607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0-035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15,351,254,073.24

9,960,705,427.94

54.12%

3,299,163,560.79

3,431,545,903.82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本报告期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元）

4,630,989,349.21

83.65%

7,438,969,829.81

2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53,920,155.49

233.58%

1,320,893,510.33

3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45,848,093.32

247.44%

1,078,305,710.49

21.35%

5,069,423,730.49

2,724,335,001.58

86.08%

主要系招录考试全面恢复，招生回归正常，收款增
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23,307,227.54

1,754,396,227.54

135.03%

主要系本期培训业务收款增长， 购买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20,252,907.35

2,721,638.09

644.14%

主要系本期对外出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保留
资产产生的租金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5,734,527.16

2,461,009.00

133.02%

主要系向旅行社预付员工出差机票款增加所致。

1,959,426,969.04

0.00

100.00%

系根据资产流动性， 将一年内到期的定期存款调
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列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54,154,595.86

302.28%

6,717,830,100.05

120.79%

84.31%

主要系本期房租物业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2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5%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21

31.25%

212.50%

0.21

31.25%

31.05%

42.35%

8.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179,404,189.50

97,336,600.16

债权投资

20,000,000.00

1,923,598,909.09

-98.96%

系根据资产流动性， 将一年内到期的定期存款调
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列示。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310,880.26

21,482,832.13

-47.35%

主要系以前年度计提的职工薪 酬在本期支付 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00,359,990.69

325,967,628.34

53.50%

应付账款

124,596,162.88

236,481,990.86

-47.31%

主要系本期结算支付期初应付款项所致。

预收款项

0.00

2,634,276,203.88

-100.00%

系本期按新收入准则将一年以内结转的 “预收款
项” 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列示所
致。

合同负债

7,410,923,947.05

0.00

100.00%

系本期按新收入准则将一年以内结转的 “预收款
项” 不含税部分调整至“合同负债” 列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02,771,357.67

411,475,636.03

46.49%

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人员成本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53,433,295.83

184,306,027.84

37.51%

主要系三季度企业所得税税额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22,327,718.41

0.00

100.00%

系本期按新收入准则将一年以内结转的 “预收款
项” 待转销项税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 列示所
致。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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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756.8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0,365,075.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利润表项目

-457,000.58

税金及附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9,614,478.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572,553.46

合计

242,587,79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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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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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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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忠芳

境内自然人

41.36%

2,550,549,260

2,550,549,260 质押

450,000,000

李永新

境内自然人

18.35%

1,131,415,121

1,131,415,121 质押

774,495,000

王振东

境内自然人

15.61%

962,471,418

962,471,418 质押

107,100,000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有限合伙）

4.33%

267,353,171

267,353,171

北京广银创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心（有限合伙）

2.89%

178,235,447

178,235,447

北京基锐科创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心（有限合伙）

1.44%

89,117,723

89,117,72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1.41%

86,771,865

0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
咨询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30%

80,000,000

0

财务费用

346,754,421.65

65,332,528.30

221,416,613.84

500,478.07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1.28%

78,848,640

0 质押

47,148,845

境内自然人

1.17%

72,277,920

0 质押

9,450,000

股份种类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周夏耘

78,848,640 人民币普通股

78,848,640

周晖

72,277,920 人民币普通股

72,277,920

周丽

48,185,280 人民币普通股

48,185,28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中盘
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42,427 人民币普通股

10,742,42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63,856 人民币普通股

10,163,85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
瑞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35,717 人民币普通股

9,235,71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
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493,732 人民币普通股

8,493,73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
罗德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28,102 人民币普通股

8,028,102

主要系疫情期间公司享受的增 值税税收减免 所
致。

126,753,395.24

48.00%

主要系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由“财务费用” 调整至“投资收益” 所致。

189,559,243.49

37.75%

主要系应税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一9月
12,630,977,793.14

2019年1一9月

增减幅度

8,330,180,757.44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 的
现金

246,310,360.72

2,290,953.16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 付
的现金

3,833,750,101.55

2,877,043,972.46

200,151,843.84

424,466,382.02

25,895,487,090.00
897,559,659.3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主要系本期预收学员培训费增加所致。

10651.44%

主要系本期收回土地竞拍保证金所致。

33.25%

主要系公司员工数量增加， 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
所致。

-52.85%

主要系疫情期间税收减免所致。

18,199,290,000.00

42.29%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516,034,598.11

73.93%

主要系本期收购陕西冠诚学习中心， 预付辽宁中
公沈抚学习中心合作建设资金， 以及支付在建工
程、装修等款项所致。

28,265,198,090.00

19,445,620,000.00

45.36%

主要系公司优化资金管理，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3,002,000,000.00

986,698,800.00

204.25%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41,000,000.00

496698800

431.71%

主要系偿还本期到期的银行借款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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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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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资产重组各方所作重要承诺如下：

鲁忠芳
李永新
王振东
郭世泓
刘斌
张永生
杨少锋
张治安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忠芳和李永新系母子关系。鲁忠芳、李永新和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周夏耘与周晖为父子关系、周夏耘与周丽为父女关系。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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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类型

承诺主要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1、盈利预测及补偿期间为：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
2、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确认并承诺，中公有限2018 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
度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不
低93,000.00 万元、130,000.00万元和165,000.00万元。
3、 各方同意由亚夏汽车聘请的注册会计师分别于三个会计年度内每一会计
年度结束后对中公有限实际净利润数予以审核，将中公有限实际净利润数与补偿
义务人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予以审核， 并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在第三个会计年度结束，注册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90 日内，由亚夏
汽车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中公有限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4、补偿措施：（1）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中公有限在三个会计年度内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补偿义务人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应由各补偿义务人按本次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义
务人在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所有补偿义务
人优先以股份进行补偿，当股份补偿总数达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
总数的 90%后，由所有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
的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中公有限本次
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在上述公式运用中，应遵循：①“截至当期期末” 指从
2018年度起算，截至当期期末的期间；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指2018年度、2019年
度、2020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即388,000.00万元。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
=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计算补
偿的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2）补偿义务人在中公有限
业绩承诺补偿和期末减值补偿中承担补偿责任的上限合计不超过中公有限全体
股东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全部交易对价。在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
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或股份不冲回。（3）若亚夏汽车在利润补偿期限内实
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为：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1+转增或送股比例）。（4）若亚夏汽车在利润补偿期限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
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补偿义务人返还金额=补偿义务人收到的现
金分配总额（税前）÷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包含本次交易取得
业 绩 承 诺 的股份以及转增、送股新增的股份）×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2018年5月 2018年2019
及补偿安
5、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1）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亚夏汽车
4日
年2020年
排
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将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即中公有
限 100%股份）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2）如果置入资产期末减
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由各补偿义务人按本
次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
限股份数的比例另行对亚夏汽车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置入资产减值应补偿的
金额=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内已补偿总金额。无论如何，置入资产减值
补偿与业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中公有限全体股东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全
部对价。（3）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利润
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6、补偿的实施：
（1） 若补偿义务人因置入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承诺数而须向亚
夏汽车进行补偿的，亚夏汽车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或减值测试报
告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确定各补
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金额，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当期补偿
股份回购注销事宜。
（2）基于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各补偿义务人将根据如下顺序向亚夏汽车进行
补偿：应由各补偿义务人按本次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义务人在
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①首先由所有补偿义
务人以本次交易获得的亚夏汽车股份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
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如前述股份不足补偿的，由各补偿义务人以从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
取得的亚夏汽车股票进行补偿。为避免歧义，各补偿义务人之间就上述补偿义务
相互不承担连带责任。 ②亚夏汽车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书
面通知所有补偿义务人， 所有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前述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
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以1.00元的总价格转让至亚夏汽车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注销该等回购股份（如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及/或相
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发生变化的，则应按照届时的相关规定进行注销）。③自所有补
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
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④若补偿义务人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需
要以现金向亚夏汽车补偿，各补偿义务人应于接到亚夏汽车通知后并在该通知限
定的期限内将补偿金额支付给亚夏汽车；逾期未支付的，除继续承担补偿义务外，
还应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就逾期未支付部分向亚夏汽车支付迟延利息。

2018年度、
2019 年 度
业绩承诺
已完成。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
本人/本计划在亚夏汽车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本人/本计划所持亚夏汽车股票因亚夏汽车分配股
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
关于股份
排。
2018年5月
锁定期的
如果届时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另有规定，本
4日
承诺函
公司/本人/本计划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对上述锁
定期安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
本公司/本人/本计划若违反上述承诺， 将承担因此而给亚夏汽车造成的一切
损失。

正常履行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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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夏实
业
周夏耘
周晖
周丽
第一期
员工持
股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163

股票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0-086

证券代码：002163

股票简称：海南发展

2022年1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163

股票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0-087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小惠矿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基本情况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中航三鑫（文昌）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惠矿” ）因其经营发展需要，对其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前：中航三鑫（文昌）矿业有限公司
变更后：海南海控小惠矿业有限公司
二、 变更后登记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通知，小惠矿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登记如下：
公司名称：海南海控小惠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5698939369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健
注册资本：8492.9538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03日
营业期限：2010年03月03日至2060年03月03日
住所：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福口村
三、 备查文件
1、 工商部门准予变更通知书；
2、海南海控小惠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3月22日、2019年4月16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龙马矿为海南
特玻融资提供担保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授权子公司海南海控龙马矿业有限公司（原海
南文昌中航石英砂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马矿” ）为参股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特玻”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迈县支行（以下简称“澄迈
农行” ）的贷款提供不超过5,400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间为2018年3月29日至2021年3月
28日。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2019-019号《关于子公司龙马矿为海南特玻融资提供担保涉及关
联交易的公告》。2020年2月，公司要求海南特玻以其资产设备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详见公
司对外披露的2020-005号《关于海南特玻拟以其资产设备向龙马矿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2020年5月，龙马矿收到澄迈农行发出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
书》，澄迈农行根据有关合同约定认定，海南特玻上述融资担保事项涉及贷款提前到期，澄迈
农行要求龙马矿履行担保责任。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2020-044号《关于子公司龙马矿收到担
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公告》。
鉴于海南特玻目前情况，其无力偿还上述款项，龙马矿根据与澄迈农行签订的《最高额抵
押合同》，2020年10月28日代海南特玻向澄迈农行偿还人民币3,594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注册资本：193,220.75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韩民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6日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在线LOW-E镀膜节能玻璃、IT薄片玻璃、铝硅高强(航空、高铁、防火
防爆玻璃)、超白太阳能玻璃、相关配套的玻璃深加工产品生产及销售，采掘、洗选、加工、销售
各类精制石英砂产品，技术咨询，对外玻璃工程承包，玻璃技术与装备出口，进出口业务。
股本结构：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7.23%股权，公司持有27.44%股权，海南新澳
洋实业有限公司持有13%股权，韩平元持有12.33%股权。
海南特玻一年及一期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980.66

146,854.42

净资产

-58,416.72

-78,457.52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航天产
业
广银创
业

王振东
郭世泓
刘斌
张永生
杨少锋
张治安

1、本企业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内不
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
础上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关 于
2、本企业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认 购 股 份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 2018年7月
锁 定 期 的 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27日
承诺函
3、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企业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4、 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
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5、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1、本企业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日起24个月内不
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
础上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关于认购
2、本企业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股份锁定
2018年7月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
期的承诺
27日
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函
3、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企业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4、 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
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5、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日起24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
上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如
中公有限2018年度或2019年度任意一年实际业绩低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承
诺的业绩，则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延长至36个月，在上
述股份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届满时，如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
关于认购
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上述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股份锁定
2018年7月
2、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
期的承诺
27日
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函
3、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
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4、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
应遵守前述规定。
5、 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
符，本人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6、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正 常
2022年1月
31日
履行中

2021年1月 正 常 履 行
31日
中

2021年1月 正 常 履 行
31日
中

承诺是
否按时 是
履行

中公合
伙

自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企业转让其持有的亚夏汽车80,000,000股股份
关于股份
过户至本企业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若上述期间由于亚夏汽车送股、 2018年4月
锁定的承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与标的股份相同。
27日
诺函
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亚夏汽车造成的一切损失。

2022年1月 正 常 履 行
31日
中

李永新
等11名
交易对
方

自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80,000,000股股份过户至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
关于中公
（有限合伙）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持有的北京中
合伙出资
2018年7月
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份额或从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
份额锁定
27日
限合伙）退伙，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者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部
的承诺函
分或全部享有本人/本企业通过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享有
的与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2022年1月 正 常 履 行
31日
中

李永新
鲁忠芳
王振东
中公合
伙

一、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与本人/本企业及本
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之间完全独立。
2、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
领取薪酬，不在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担
任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干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职权决定人事
任免。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构建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
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依照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场所独立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3、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
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占用
关 于 保 持 的情形。
上市公司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2018年4月
独立性的
27日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相关资质，具有面
承诺函
向市场的独立、自主、持续的经营能力。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业
务。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
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以及独立的财务核算
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3、 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兼职。
4、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本人/本企业不干预
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5、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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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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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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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58,017.8

合计

730,064.8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395,326.1

0

8,000

0

0

519,953

27,000

0

422,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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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公告编号：2020-088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龙马矿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龙马矿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基本情况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海南文昌中航石英砂矿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龙马矿” ）因其经营发展需要，对其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具体变更事项如
下：
变更前：海南文昌中航石英砂矿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海南海控龙马矿业有限公司
二、 变更后登记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通知，龙马矿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登记如下：
公司名称：海南海控龙马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5201442956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9日
营业期限：1994年12月9日至2044年12月9日
住所：文昌市龙马乡
三、 备查文件
1、 工商部门准予变更通知书；
2、海南海控龙马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基锐科
创

情况说明

51.63%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数量
86,771,865

主要系本期收款增加，手续费增加所致。

261,121,317.06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86,771,865 人民币普通股

430.75%
44141.02%

187,595,273.90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主要系疫情期间税收减免所致。

所得税费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22年1月 正 常 履 行
31日
中

情况说明

-77.24%

投资收益

承诺方

周晖

股东名称

鲁忠芳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
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将
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
关于认购
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股份锁定
2018年4月
3、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27日
期的承诺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
函
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4、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
应遵守前述规定。
5、 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
符，本人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6、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主要系本期预付分校学习中心场地装修款所致。

增减幅度

其他收益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单位：股

2019年1一9月
43,197,122.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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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一9月
9,832,926.1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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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2年1月 正 常 履 行
31日
中

说明

162,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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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新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
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该等股份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将
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本人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72,696,561股亚夏汽车股份，自登
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关于认购
3、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
股份锁定
2018年4月
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27日
期的承诺
4、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函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
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5、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
应遵守前述规定。
6、 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
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7、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39,021.34

20,849.06

-71,776.52

-20,040.81

三、截止目前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223,6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34.96%。除以上披露的担保事项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对外担保行
为及其他逾期担保情况。
四、履行担保责任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子公司龙马矿为海南特玻承担担保责任是基于历史原因形成， 为有效保障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要求海南特玻以其资产设备提供了反担保。本次为海南特玻的银行贷款及
利息3,594万元履行担保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公司现阶段的现金流，增加对海南特玻的债
权。履行该担保责任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没有侵害所有股东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有
利于维护公司信用，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将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为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龙马矿与海南特玻签订的反担
保协议，积极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司法程序以及其他方式追偿海南特玻债务责任。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生物

公告编号：2020-064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2021年基本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2021年基本销售合同》（以下称“合同” 或“本合同” ）是合同双方开展
产品购销的指导性文件，后续购销活动以具体合同或订单为准；
2、合同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的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视后续的购销合同及订单
情况确定；
3、最近三年披露的意向性协议情况详见“六、其他相关说明” 。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20年10月30日，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华干细胞
再生医学临床转化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南华干细胞转化” ）与湖南颐迅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颐迅” ）签署了《2021年基本销售合同》，就湖南颐迅2021年度
向南华干细胞转化采购医疗设备及耗材事宜达成一致。
本次签署的合同为日常经营性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合同签订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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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开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① 名称：湖南颐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② 法定代表人：张敏
③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④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229号金泓园A-7栋603-1
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9804537X9
⑥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计算机、办公设备和专用设备维修;机电产品、 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
疗器械、建材、五金产品、文化用品、日用品的销售;办 公设备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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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否
3、类似交易情况：无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在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基础上，为充分发挥双方在发展医药产业方面的优势，
以在医疗器械、耗材、试剂的生产和销售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湖南颐迅
确定了2021年度向南华干细胞转化采购计划。
2、湖南颐迅以向南华干细胞转化交付的采购订单或载明采购内容的文书进行具体产品
的采购；南华干细胞转化按湖南颐迅的采购订单提供产品和服务；湖南颐迅收货后按订单约
定向南华干细胞转化支付货款。
3、采购数量和价格：湖南颐迅2021年度向甲方的采购数量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产品
价格由南华干细胞转化报价后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单中载明，订单价格均含税。
4、合同有效期壹年，自合同签署之日计算。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前叁个月内，一方未以书
面形式通知对方本合同有效期届满之后合同效力终止的，本合同效力自动延长。
5、合同还就产品的交货和运输、验收和质量保证、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南华干细胞转化与湖南颐迅签署本合同，将有利于公司与专业医

疗器材销售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共赢机制，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并在大健康领域
达成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把握战略机会，推进经营模式转变，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高质
量发展。因后续购销活动以具体合同或订单为准，目前公司暂无法预计本次签署合同对2021
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是长期供货合作框架合同，是合同双方后续开展产品购销的指导性文件，
双方后续的购销活动以具体合同或订单为准。
2、本合同的签署对公司经营将产生长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视后续的购销合同及订单情
况确定。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① 2017年11月16日，公司控股孙公司城光（湖南）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签署了《关于城市运营和能源合作的框架协议》，双方针对以
路灯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建筑物为智慧城市信息基础平台， 在福建地区进行城市信息化
设施建设合作，推广智慧路灯共杆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市政路灯节能改造和管理外包、智慧
路灯、智慧交通引导、智慧城管、智慧综治以及城市建筑物节能改造和能源管理外包等相关
物联网信息和节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改造和运营，并对福建铁塔现有的基站设施进行节
能改造和分布式能源站的建设。截至目前，相关业务合作继续推进中。
② 2018年1月24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泰生物” ），与湖南光琇高新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琇高新” ）就遗传性疾病科学
研究和细胞免疫治疗等方向的合作签订了《合作框架备忘录》。光琇高新与远泰生物拟计划
共同设立院士工作站， 以远泰生物首席科学顾问Walter Bodmer教授 （英国/美国科学院院
士）指导共同关注的科学领域，具体在遗传性疾病科学研究和细胞免疫治疗几个方向进行广
泛合作。南华生物在研究和共同合作开发项目的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及合作开发项目的进
度，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提供资金、平台、资源方面对接和支持。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署后，因2019年公司出售所持远泰生物股权，合作事宜未能持续推进，合作终止。
③ 2020年10月20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华干细胞转化与上海康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署 了 《长 期 供 货 合 作框架协 议》（详见2020年10月 23日 发布 的相 关 公告， 公告编号 ：
2020-055）。截至目前，本协议正在执行中。
④ 2020年10月21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华干细胞转化与湖南省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详见2020年10月23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截至目
前，本协议正在执行中。
⑤ 2020年10月23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华干细胞转化与湖南颐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详见2020年10月26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截至目
前，本协议正在执行中。
2、本合同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无变化。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减持计划的通知，不存
在未来三个月内上述股东及董监高所持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