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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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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惠每健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
企业” 、“
股权投资基金” 或“
惠每健康” ）
● 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 风险提示：
1)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
收期；
2)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影
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3)股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国家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投资
标的境外投资审批手续无法完成、 投资标的境外投资退出时的汇率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亦
可能面临基金合同与中国基金业协会合同指引不一致、基金运营、流动性、税收政策变化、投
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4)合伙企业已经设立并完成备案，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
出资额，即人民币5,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近日，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惠每颐康（天津）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惠每颐康” ）签订《惠每健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在确保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总体投资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为了进一步拓展投资领域，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出资认购惠每健康投资总额的2.28%。该基金主要投资于生物技术、医
疗器械、医学服务、医疗信息化等医疗大健康领域的创业创新企业。惠每颐康为股权投资基金
的普通合伙人，同时也为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本次投资在公司经营层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公司管
理层负责签署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并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行使相关责任和权利。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基金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惠每颐康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同时也为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D2NC3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8年6月20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惠每华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18层1862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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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管理人员：罗如澍
管理模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惠每颐康委托惠每华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本企业的事务，对外代表本企业。有限合伙人不得执行企业
事务，不得对外代表企业。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的情况。
股权结构：目前惠每华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惠每颐康60%份额；惠每仁和
（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惠每颐康40%份额。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2019年资产总额515.88万元、资产净额-357.35万元、营
业收入272.66万元、净利润-648.47万元；2020年第三季度资产总额941.83万元、资产净额309.80
万元、营业收入1,431.69万元、净利润47.55万元。
主要投资领域：惠每颐康所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医疗大健康行业，包括
但不限于生物技术、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等。
最近三年经营状况：截至2021年1月11日，惠每颐康共管理基金产品2支，累计管理资产规
模21.9亿元，整体经营情况正常。
2、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
惠每颐康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
案，登记编号为P1069553。
3、惠每颐康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惠每颐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
份，无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惠每健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D2M334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18年6月20日
5、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金昌道637号宝正大厦负2层202-307
6、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
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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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存续期限：基金的存续期限自本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至首次交割日的第8
个周年日止。自首次交割日起算至首次交割日的第4个周年日（每1周年视为365天）止为“
投
资期” 。投资期届满或终止后至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之日的期间为“管理及退
出期” 。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将存续期限延长2次，每次1个自然年度；普通合伙人及合计持
有三分之二以上实缴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同意，可再延长1个自然年度；在前述延长存续期限
的基础上，如需继续延长的，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8、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惠每颐康（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基金规模：人民币21.9067亿元（拟）
10、资金来源：其合伙人的自有资金
11、主要投资人及认缴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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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性质

惠每颐康（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3,057

1.40%

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认缴金额（万元）
40,300

18.40%

比例

建业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4.56%

珠海丰实汇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400

4.75%

珠海惠每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7,000

12.3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山昭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850

3.13%

杭州海鲲隆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28%

深圳市恒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500

3.88%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4.56%

鸿星尔克（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4.56%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4.56%

上海绿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2.28%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10,000

4.56%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2.28%

深圳涵鑫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200

2.37%

深圳涵金四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700

2.60%

珠海惠每康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7,060

21.48%

除公司以及惠每颐康之外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如下：
（1）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8948120X4
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6月23日
法定代表人：王耀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中山市古镇东岸公路欧普大厦五层
经营范围：投资办实业；计算机工具软件维护；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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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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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MPFQXY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1日
法定代表人：王煦菱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6395号1_2层A区2748室
经营范围：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营养健康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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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鸿星尔克（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91252801R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8月4日
法定代表人：吴荣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花莲路11号2601单元之一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
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商
务信息咨询；其他企业管理服务；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纺织品、针织品及原
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
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9383413A
注册资本：87,127.6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熊俊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趣路36、58号2号楼13层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详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注册
批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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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业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3XCA5B7M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02日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葆森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19号2号楼（建业总部港E座）6层607号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并购、重组咨询
（6）杭州海鲲隆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B2KRG95
成立日期：2018年5月7日
注册资本：5,571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鲲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88-2号524室-5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督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7）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山昭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CJ6MYXA
成立日期：2018年8月8日
注册资本：7,001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热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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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B0163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8）珠海丰实汇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2FHK97L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02日
注册资本：11,1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丰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588号14栋1603房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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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P9BE7G
成立日期：2017年3月29日
注册资本：401,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1栋1509-08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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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珠海惠每康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NTQ66F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5日
注册资本：3,090.6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惠每颐康（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南山嘴路156号10楼之三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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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珠海惠每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WLQ66A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4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惠每颐康（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1889号17栋201室-313号（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12）深圳市恒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9210920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9日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
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
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3）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430000329549808R
业务主管单位：湖南省民政厅
理事长：李力
基金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98号新世纪大厦7楼707-708室
业务范围：开展和参与防盲治盲行动，资助致盲性眼病的普查和治疗；传播眼健康知识，
开展眼科科普教育及青少年儿童近视的普查和防控；开展眼科医务人才培训，推动眼科诊疗
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支持眼科科研及临床工作，促进眼科医疗及人类眼健康水平的提升；支持
和资助有志于从事眼健康事业的贫困学子以及教育机构；支持包括本基金会在内的慈善公益
事业及慈善公益文化的学术研究及其活动；奖励在防盲治盲和眼病防治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集
体和个人，奖励眼科视觉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及成果转化；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其他有
关活动
（14）深圳涵鑫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4AG1XN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涵崧资产管理（珠海）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金田路3037号金中环国际商务大厦3502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创业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
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15）深圳涵金四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BW9PXX
成立日期：2020年8月20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涵崧资产管理（珠海）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金田路3037号金中环国际商务大厦3502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创业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
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2、基金募集情况
公司本次参与的是基金第三次封闭，基金前期募集情况如下：
（1）基金第一次封闭时的基金规模为人民币16,000万元，当时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为
惠每颐康（认缴1,000万元）、建业控股有限公司（认缴10,000万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山昭
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5,000万元）。
（2）基金第二次封闭时的基金规模为人民币74,760万元，新增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为
证券代码：600306

证券简称：*ST商城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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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三

（3）原《公司章程》（含章程修正案）中凡提及或引用变更前公司名称“中山市金马科技
原《公司章程》（含章程修正案）规定不变。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

4、其他说明

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申请，并经深圳

一、变更原因

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其中，公司名称变更经审议通过后，尚需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并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游乐设施、动漫影视项目研发、制造、销售和文旅游乐终端运营的高新

以最终登记内容为准。

技术企业，公司始终以“
成为全球游乐行业卓越品牌” 为企业发展愿景。当前，游乐设施产品研

（2）公司证券简称不变，仍为300756。

发、制造与销售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收入来源，2019年，公司游乐设施的营业收入占比达

三、审议程序

到89.64%。公司现已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游乐设施制造企业，产品及业务遍布全国各地及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

东南亚、非洲、拉美、欧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更直观、准确地反映公司业态与主营业务性质，充分体现公司产品布局和全球化战略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发展定位，增强社会公众对公司的准确认知，提升公司的品牌和行业影响力，公司现拟对中、英

四、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说明

名称和证券简称进行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对应条款。

由于上述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改《公司章程》对应条款的议案事项经股东大会

二、变更情况

审议通过后，公司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秘书及其

1、公司中、英文名称变更情况

授权人士，在《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前的中文名称：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后，负责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变更后的中文名称：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五、对公司的影响

变更前的英文名称：Jinma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公司本次拟对中、英文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对应条款，是基于公

变更后的英文名称：Guangdong Jinma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司战略发展规划、业务拓展及品牌打造的需要，与公司主营业务匹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2、公司证券简称变更情况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变更前的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六、备查文件

变更后的证券简称：金马游乐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2、《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1）“
第一章 第四条之公司注册名称”

3、《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原为：“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现修订为：“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一章 第四条之公司的英文名称”
（2）“

特此公告。

原为：“
JINMA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现 修 订 为 ：“
GUANGDONG

JINMA

ENTERTAINMENT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CORPORATION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LIMITED”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1-00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提前购回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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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
况

述或重大遗漏。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
累计质押股
股本比例
份（股）
（%）

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股权质押。同时，鑫源兴将其持有的已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提前购回解除质押手续，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鑫源兴部分股份质押及提前购回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鑫源兴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丰城市鑫源
兴新材料有
限公司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本 次 质 押 股
及一致行 份数量（股）
动人
是

合 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是 否
是 否
总股本
为 补 质押开始 质押到期
为 限
比 例
充 质 日期
日
售股
（%）
押

14,500,000

43.69

0.30

14,500,000

43.69

0.30

否

否

国泰君安证
2021年1月 2022年1月
券股份有限
11日
11日
公司

股东名称
丰城市鑫源
兴新材料有
限公司
合 计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是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占其所持
占公司总 已质押股
公司股份
股本比例 份限售和 占已质押 未质押股份 占未质押
数的比例
股份比例 限售和冻结 股份比例
（%）
冻结数量
（%）
（%）
数量（股）
（%）
（股）

54.54

0.38

18,100,000

54.54

0.38

2020年1月21 2021年1月12 国泰君安证券
日
日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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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谢晓林先生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其承诺自2021年1月13日起至2022年
1月12日止，12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情况
谢晓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2.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33,184,692

0.69

14,500,000

43.69

0.30

0

0

0

0

许开华

8,905,380

0.19

0

0

0

0

0

6,679,035

75.00

最近12个月内谢晓林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承诺情况

50.00

4.96

0

0

0

0

股数（股）

合计持有股份
谢晓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37,171,000

占总股本比例（%）
42.89

9,292,750

10.72

27,878,250

32.17

3.持股变动情况

王敏

9,527,155

0.20

0

0

0

0

0

7,145,366

75.00

合计

526,146,947

11.00

251,780,000

47.85

5.26

0

0

13,824,401

5.04

注：上表中许开华先生和王敏女士“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的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

谢晓林先生就不减持公司股份的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承诺签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171,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2.89%。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股。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承诺自2021年1月13日起
至2022年1月12日止，12个月内本人不减持或转让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包括承诺期间因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份），本人亦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等股份。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特此公告
18,100,000

公告编号：2021-006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丰城市鑫
源兴新材
料有限公
司

237,280,000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质权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明确披露并督促谢晓林先生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
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主动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
四、备查文件
谢晓林先生签署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姓名
9.92

二、备查文件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其所 持 股 占公司 总 股 质押开 始 日
解除质押日
股份数量（股） 份比例（%） 本比例（%） 期

证券代码：002864

474,529,720

融资

2、鑫源兴部分股份提前购回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贷款期限：一年
贷款用途：偿还（2020）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01002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贷款利率：贷款实际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224基点（1基点=0.01%）
2、甲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快主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号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负责人：张北阳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336号
贷款金额：人民币59,500,000元
贷款期限：一年
贷款用途：偿还（2020）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01001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贷款利率：贷款实际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224基点（1基点=0.01%）
公司为铁西百货在中信银行的借款提供担保，铁西百货以自有房产为公司及子公司铁西
百货在中信银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铁西百货在
中信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二、偿还前期中信银行借款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铁西百货以自有资金50万元及取得的借新还旧贷款9,650万元偿还
了已到期贷款，公司以自有资金57.78万元及取得的借新还旧贷款5,942.22万元偿还了已到期
贷款。上述已到期的1.57亿元中信银行借款已全部偿还完毕。
三、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银行借款金额为950,922,170.78元。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深圳市汇
丰源投资
有限公司

质押用
途

质权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商业城”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并批准后，公司和子公司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百货” ）向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并分别获批取得转期借款金额
人民币6,000万元和9,700万元，期限为一年。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18日、
2019年12月28日、2020年6月13日和2020年6月30日披露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9号）、《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号）、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号）、《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
及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号）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号）。由于上述借款即将到期，根据与中信银行的沟通结果，公
司将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办理上述借款的转期事宜，为此，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和2020年12
月3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相关议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15日和2020年12月31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号） 和 《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9号）。 公司及子公司铁西百货在中信银行办理的2笔合计1.57亿元借款
于2021年1月3日到期，公司及子公司铁西百货未能在到期日期前办理完借新还旧手续，详见
公司于2021年1月6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中信银行借款未能在原合同到期日前完成转期手续
办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号）。现就中信银行借款手续办理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合同签订进展情况
经过借贷双方进一步友好协商， 近期， 公司及子公司铁西百货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了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快主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16号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负责人：张北阳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336号
贷款金额：人民币96,500,000元

一、基本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
鑫源兴” ）的通知，获悉鑫源兴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告编号：2021-002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理中信银行借款事项的进展公告

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处，均变更为“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未涉及处，仍按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海鲲隆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5,000万元）、珠海丰实汇康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认缴10,400万元）、 珠海惠每康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缴3,060万
元）、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40,300万元）。
13、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情况
在公司签署合伙协议等相关文件前，惠每健康已完成北京医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百优
达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英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
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辉大（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恒伦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
创（上海）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生生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
14、 基金备案情况： 惠每健康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 基金编号：
SGT165。
1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股
权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股权投资基金中任职。惠每颐康、惠每健康其他有限合伙人与上市
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惠每健康不与第三方
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管理费
（1）从首次交割日起投资期终止之日，年度管理费为该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2%；
（2）投资期结束后，退出期内，年度管理费为所有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中已用于项目投
资但尚未退出的项目投资成本之和的2%。
（三）出资缴付
本基金分多次缴付出资，由管理人根据投资进展通知全体有限合伙人缴付。
（四）投资领域、盈利模式和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将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中国境内外非上市医药健康与生命科学相关领域优
质企业的股权进行投资。合伙企业盈利模式包括通过投资项目退出获取投资成本与退出收益
之间的差额收益，投资项目的分红、股息、利息，临时投资收入等。
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 合伙企业协助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出售
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或其关联上市公司股票而退出；
（2）合伙企业直接出让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实现退出；
（3）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获得清算分配。
（五）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方式：
对于合伙企业任一项目投资收入的依法可分配资金在做出合理预留 （为支付合伙费用、
偿还债务和其他义务所做必要拨备）后，按照全体合伙人在该项目的投资成本中分摊的实缴
出资比例（“投资成本分摊比例” ）进行划分，并将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和特别有限合伙人（如
有）的部分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和特别有限合伙人（如有）；就按照该项目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划
分给参与该项目投资成本分摊的每一资金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照如下顺序在该资金有限合
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做进一步划分并分配：
（1）首先，实缴出资回收分配：向该资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资金有限合伙人根
据本协议累计取得分配总额等于其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向该资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资金有限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累积
取得分配总额就其实缴出资额实现每年8%的内部收益率（“
优先回报” ），计算期间自该资金
有限合伙人相应出资自募集账户划转至托管账户之日起至其收回之日止（存在多次实缴出资
的，应分期、分别计算）；
（3）如有余额，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使普通合伙人按照本第（3）项收到的金额等于：
上述第（2）项中的优先回报金额/80%×20%；
（4）如有余额，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向该资金有限合伙人分配。
2、合伙企业亏损的分担方式：受限于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亏损在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分担。与项目投资直
接相关的合伙费用、亏损，由参与该项目投资的合伙人根据其在该项目投资中的投资成本分
摊比例分担；对于除与项目投资直接相关的合伙费用以外的合伙费用，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
缴出资比例分担。
（六）管理及决策机制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惠每健康委托惠每颐康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本
企业的事务，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不得执行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四、投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惠每健康专注于投资医疗大健康领域的创新创业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一定协同效
应。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投资该股权投资基金，一方面可以有效借助
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投资渠道及投资经验，进一步拓展公司投资领域，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提升公司投资收益，实现资本增值；另一方面能够依托外部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
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提升在医疗健康先进技术领域行业内项目收集、研判、投资的能力，服
务公司业务创新升级的发展需要。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亦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由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收期；
2、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
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3、股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国家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投
资标的的境外投资审批手续无法完成、 投资标的境外投资退出时的汇率波动等多种因素影
响，亦可能面临基金合同与中国基金业协会合同指引不一致、基金运营、流动性、税收政策变
化、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4、合伙企业已经设立并完成备案。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
出资额，即5,000万元。
公司将及时关注本股权投资基金未来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放弃履行，在承诺期间内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本人自愿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归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公司所有。”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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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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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近日通过查询科技部火炬中心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站 《关于陕西省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
〔2021〕15号）文件，获悉公司被列入《陕西省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名单》，通过了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书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2061002829
发证时间：2020年12月1日
有 效 期：三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公
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即2020年、2021年、2022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
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到税务主管
机关办理税收优惠的相关事宜。
本次认定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上述享受的税收优
惠政策将对公司2020年度至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