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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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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1月9日以

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1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仙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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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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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增资概述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跃岭股份” ）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500万元认购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光芯” ）新增注册资本

75.5977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中石光芯14.13%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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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1MA32XCFR3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高新区创业中心11#厂房1层

法定代表人：苏辉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壹佰壹拾玖万伍仟肆佰伍拾伍圆整

成立日期：2019�年 6�月 10�日

营业期限：2019�年 6�月 1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研发及制造、加工；对外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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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辉

7,378.4968 48.81%

2

石狮光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9.84%

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0 15.54%

4

福州恒力启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63.6364 5.71%

5

石狮市狮城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01.6981 4.64%

6

彭镕

540.0000 3.57%

7

陈是兴

285.7142 1.89%

合计

15,119.5455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安排：

1、2020年12月18日，苏辉与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

联晟源”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晟灏” ）、平潭建发

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潭建发” ）、合肥华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华悦” ）、翁少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计转让注册资本3,

023.9091万元对应的股权（占股权转让完成后中石光芯注册资本的20%），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

亿元。具体如下：苏辉以3,666.6667万元的价格向君联晟源转让注册资本554.5833万元对应的公

司股权（占股权转让完成后中石光芯注册资本的3.67%），以7,333.3333万元的价格向君联晟灏

转让注册资本1,108.7667万元对应的公司股权 （占股权转让完成后中石光芯注册资本的

7.33%），以6,000万元的价格向平潭建发转让注册资本907.1727万元对应的公司股权（占股权

转让完成后中石光芯注册资本的6.00%）， 以750万元的价格向合肥华悦转让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3966万元对应的公司股权（占股权转让完成后中石光芯注册资本的0.75%），以2,250万元

的价格向翁少璇转让注册资本人民币340.1898万元对应的公司股权 （占股权转让完成后中石

光芯注册资本的2.25%）。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经中石光芯2021年1月1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2020年12月18日，中石光芯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复星惟盈” ）、唐斌、张志明、宋清宝、拉萨容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拉萨容仕” ）、共青城瑞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瑞

麟”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以上

合称为“投资方一” ）签订《投资协议书》，投资方一以合计人民币1.3亿元认购中石光芯1,

965.5409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复星惟盈以7,600万元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资本1,

149.0855万元，唐斌以200万元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资本30.2391万元，张志明以100万元

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本注册资本15.1195万元，宋清宝以100万元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

资本15.1195万元，拉萨容仕以2,000万元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资本302.3909万元，共青城

瑞麟以2,000万元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资本302.3909万元，君联晟源以333.3333万元出资

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资本50.3985万元， 君联晟灏以666.6667万元出资认购中石光芯新增注

册资本100.7970万元。 上述投资协议书经中石光芯2021年1月1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2021年1月14日，中石光芯与跃岭股份签订《投资协议书》，跃岭股份以500万元出资认

购中石光芯新增注册资本75.5977万元。 该投资协议书于中石光芯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签订生效。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辉

4,354,5877 25.38%

2

石狮光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7.48%

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425.5977 14.13%

4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5637 7.05%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49.0855 6.70%

6

平潭建发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7.1727 5.29%

7

福州恒力启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3.6364 5.03%

8

石狮市狮城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01.6981 4.09%

9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4.7818 3.52%

10

彭镕

540.0000 3.15%

11

翁少璇

340.1898 1.98%

12

拉萨容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3909 1.76%

13

共青城瑞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3909 1.76%

14

陈是兴

285.7142 1.66%

15

合肥华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3966 0.66%

16

唐斌

30.2391 0.18%

17

张志明

15.1195 0.09%

18

宋清宝

15.1195 0.09%

合计

17,160.6841 100.00%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7,157,970.48 234,000,233.79

负债总额

191,040,708.51 102,768,096.93

净资产

196,117,261.97 131,232,136.86

项目

2020

年

1-11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63,557,293.56 37,704,822.75

营业利润

-30,435,142.03 -23,989,702.64

净利润

-15,114,874.89 -19,362,367.37

（四）定价依据

根据中石光芯历史利润情况并基于对中石光芯未来的盈利预期，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同

意中石光芯增资的投前估值10亿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增资与苏辉股权转让及投资方一的增资

均以中石光芯投前估值10亿元为定价依据， 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以下“公司”特指中石光芯）

1、投资与交割

1.1、估值基础

各方同意，投资方依据公司的历史利润情况并基于对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期，根据本协议的

约定对公司进行本次增资，本次增资的投前估值为10亿元（大写：壹拾亿元）人民币。

1.2� 、投资

（a）在本协议签约之日，公司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辉

7,378.4968 48.81%

2

石狮光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9.84%

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0 15.54%

4

福州恒力启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63.6364 5.71%

5

石狮市狮城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01.6981 4.64%

6

彭镕

540.0000 3.57%

7

陈是兴

285.7142 1.89%

合计

15,119.5455 100.00%

（b）公司股权重组

在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应在3个月内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完成股权重组，并完成国资委审

批备案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重组方案如下：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建发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翁少璇、合肥华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合计人民币2亿元受让苏辉持有的已经足

额实缴的注册资本人民币3,023.9091万元对应的公司股权（占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总注册资本

的20%）。该等股权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辉

4,354,5877 28.81%

2

石狮光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9.84%

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0 15.54%

4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8.7667 7.33%

5

平潭建发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7.1727 6.00%

6

福州恒力启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63.6364 5.71%

7

石狮市狮城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01.6981 4.64%

8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4.3833 3.67%

9

彭镕

540.0000 3.57%

10

翁少璇

340.1898 2.25%

11

陈是兴

285.7142 1.89%

12

合肥华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3966 0.75%

合计

15,119.5455 100.00%

(c)增资

①在完成上述（b）股权重组后，投资方一以合计人民币1.3亿元认购公司1965.5409万元新

增注册资本，投资款超过投资方认购注册资本部分作为公司资本公积，其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7,6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1,149.0855万

元，唐斌以2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30.2391万元，张志明以1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本注册

资本15.1195万元，宋清宝以1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15.1195万元，拉萨容仕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2,0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302.3909万元，共青城瑞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2,0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302.3909万元，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333.3333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50.3985万元，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666.6667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注册资本100.7970万元。

投资方一的投资款支付日后，各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辉

4,354,5877 25.49%

2

石狮光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7.56%

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0 13.75%

4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5637 7.08%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49.0855 6.73%

6

平潭建发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7.1727 5.31%

7

福州恒力启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3.6364 5.05%

8

石狮市狮城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01.6981 4.11%

9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4.7818 3.54%

10

彭镕

540.0000 3.16%

11

翁少璇

340.1898 1.99%

12

拉萨容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3909 1.77%

13

共青城瑞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3909 1.77%

14

陈是兴

285.7142 1.67%

15

合肥华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3966 0.66%

16

唐斌

30.2391 0.18%

17

张志明

15.1195 0.09%

18

宋清宝

15.1195 0.09%

合计

17,085.0864 100.00%

②各方同意，跃岭股份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人民币500万元认购公司75.5977万元新增

注册资本，投资款超过投资方认购注册资本部分作为公司资本公积。跃岭股份应在本协议签署

后10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款500万元支付至公司指定收款账号。

跃岭股份增资后，各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辉

4,354,5877 25.38%

2

石狮光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7.48%

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425.5977 14.13%

4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5637 7.05%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49.0855 6.70%

6

平潭建发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7.1727 5.29%

7

福州恒力启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3.6364 5.03%

8

石狮市狮城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01.6981 4.09%

9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4.7818 3.52%

10

彭镕

540.0000 3.15%

11

翁少璇

340.1898 1.98%

12

拉萨容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3909 1.76%

13

共青城瑞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3909 1.76%

14

陈是兴

285.7142 1.66%

15

合肥华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3966 0.66%

16

唐斌

30.2391 0.18%

17

张志明

15.1195 0.09%

18

宋清宝

15.1195 0.09%

合计

17,160.6841 100.00%

1.3、交割

（a）交割条件：

公司应在以下条件满足后立即通知每一投资方并提供证明该等条件满足的所有文件且为

投资方认可：

(i)�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已通过有效决议，批准签署和履行交易文件及其项下交易；

(ii)�公司、原股东和投资方已适当签署并交付所有交易文件；

投资方有权豁免前述全部或部分交割条件。

（b）交割：

投资方将在公司发出相关通知且第3条所述的“先决条件” 满足后的10个工作日内根据本

协议第1.2（c）条约定向公司指定的帐户支付相应投资款（投资方完成投资款缴付义务称“交

割” ，该日即“交割日” ，对于投资方而言，“交割日” 即其按照本协议第1.2(c）条完成相应的投

资款缴付义务之日)。

为避免歧义，在投资方向公司支付完毕所有投资款后，本协议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将

根据第1.2款的规定予以确定。

（c）交割日后安排：

公司和原股东应保证公司在投资方的所有投资款完成支付日后的3日内向该等投资方交

付出资证明书以及载明该等投资方为公司股东的股东名册。

公司和原股东应保证公司在所有投资款支付日后的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完成本次

增资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投资协议、修订章程并向投资方交付公司盖章确认的该等工商

变更登记文件的复印件（包括验资报告、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单、营业执照等）。

若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本次增资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且逾期15日

仍未办理完成相应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投资方有权仅就其自身对公司的投资而言以书

面通知的形式解除本协议， 公司应于收到解除通知后15日内返还该等投资方已经支付的投资

款，另行支付该笔款项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12%年单利计算），并承担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

任。公司及原股东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

2、股东权益享有和过渡期安排

2.1、各方确认，投资方自其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全部投资款的支付日起按其有权获得的

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公司的权益， 投资款支付日前滚存的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归新老股东共同

享有。

2.2自本协议签署日至投资完成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原股东和集团公司保证：

(a)除本协议约定以外不得变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或者同意、安排进行任何前述之行为；

(b)不得在日常业务范围之外收购或处置集团公司任何资产、承担或产生任何负债、义务或

费用（实际的或或有的）或提供对外担保（正常借贷展期或续期除外)；

(c)未经投资方书面同意，不得宣布、支付或安排有关集团公司的任何股息分配；

(d)可以为履行本协议第1.2（b）约定股权重组之目的修改或通过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

和章程，亦可就变更（非实质性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之目的修改或通过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

议和章程，除此之外不得对修改或通过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和章程；

(e)不得设置或安排有关集团公司任何形式的期权或类似计划；

(f)�集团公司正常经营，维持各重要合同的继续有效及履行，其现有净资产不得发生非正

常减值(每个日历月累计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变化)；

(g)不得发生其它可能对集团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作为或不作为。

3、先决条件

投资方向公司支付任何投资款还取决于以下条件的实现：

(a)本次增资所涉及的公司其他股东或任何第三方的优先认缴权、选择权，已经合适程序被

书面放弃；

(b)本协议项下的原股东和集团公司的所有陈述和保证于本协议签署日和投资款支付日在

所有重大方面都是真实和正确的，除非该等陈述和保证明确指出只适用于较早的日期(该等陈

述和保证应当于较早日期在所有重大方面是真实和正确的)，并且原股东和集团公司没有任何

违反交易文件的行为；

(c)集团公司无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d)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中国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

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

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e)投资方已取得其投资委员会对于本次交易的批准；

(f)公司及原股东已就本次交易向投资方出具确认上述（e）项之外的其他先决条件已全部

得到满足的确认函。

投资方有权豁免上述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系持续看好中石光芯未来成长性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从长期来看，对公司未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公司本次增资是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出的慎重决策，参股公司

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已充分认识上述风险并将积

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防范和应对。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1-00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子公司2020年度财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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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信托”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 ）均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的金融子公司，公司分别持有其44.52%股权、93.42%股权、51%股

权。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并根据《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2007]3号

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中汇交发[2016]347号）的相关规定和《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信息披露及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民生证券将

在中国货币网披露其2020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2020年度的利润表（未经审计）及

2020年度的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未经审计）（详见附件）；民生信托、亚太财险将在中国

货币网披露其2020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2020年度的利润表（未经审计）（详见附

件）。

民生证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31,356,662.65元，实现净利润915,681,599.81元；民生

信托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70,161,136.41元，实现净利润232,145,474.77元；亚太财险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22,852,200.51元， 实现净利润61,374,967.85元。 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

计。

特此公告。

附件：1.�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净资本计算表（未经审计）

4.�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5.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6.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7.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1：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附件2：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附件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净资本计算表

附件4：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5：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利润表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6：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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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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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安堂集团” ）及相关产业投资机构出售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爱多” 、“目标公司” ）的股权，出售比例不超过60%，本次交易可

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1日在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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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2020年8月21日、2020年9月2日、2020年9月12日、2020年9月26日、

2020年10月30日、2020年11月14日、2020年11月28日、2020年12月15日、2020年12月29日分别发

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2020-066、

2020-071、2020-072、2020-073、2020-83、2020-86、2020-87、2020-092、2020-09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

定，相关交易方尚未全部签署正式协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确定后还需履行相关决策和

审批程序，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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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92� � �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1-005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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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土地收储概述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11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位于南宁高新区科德路1号100生产基地

的31,083.2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包括该地块上的房屋、附属物）由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 ）收储。议案经股东大会通过当日，公司与

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协议书》。

关于本次土地收储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6日、2021年1月4日、2021年1月

12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8）、《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及《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4）。

二、本次土地收储进展情况

2021年1月14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土地收购补偿费8,000万元。

三、本次土地收购补偿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土地收购补偿费将对公司2021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不

产生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本

次土地收储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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