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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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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及相
关资料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分别以书面、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实际出席董事９人。 本
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金永传先生（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聘期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通过本议案。
二、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赵维林先生、辛中华先生、范雯烨先生、史磊女士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以上人员聘期与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通过本议案。
三、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王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杨勇先生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通过本议案。
四、 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设置调整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合规管理的需要， 扩大公司法律事务部在风控合规管理的职责
功能和定位，公司董事会决定将“
法律事务部”更名为“
法律及风控合规部”。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通过本议案。
五、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业务开展中会产生临时性资金沉淀，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利
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同意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提高资金收益。
具体内容见专项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附件：
金永传，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第二机床厂技术
员，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业务员、业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董
事长，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
苏美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董事
长。 现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工会主席兼江苏苏美达
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江苏苏美达资本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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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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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应表决监事３人，实际表决 ３ 人，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研究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 ０票弃权， ０票反对。
上市公
１．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
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
公司章程》、《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公司将２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６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将２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
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返回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综上所述，监事会一致同意《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５，０００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６个月。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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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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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６个月。
一、２０１６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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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
赵维林，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０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
口公司外贸业务员、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员，江苏苏美达国际
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二部副经理、经理，海外事业部部长、建材事业部部长、上
海钢铁国际事业部部长，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美达国
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 现任苏美达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辛中华，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２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硕士。 曾任南京市栖霞区
八卦洲镇政府团委书记、栖霞区工商分局公平交易科科员，南京市栖霞区龙潭镇
镇长助理、副镇长，龙潭办事处副主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
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江苏苏美达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中国浦发机
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纪委书记。 现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范雯烨，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６年出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江苏苏美
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员，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服装四部
负责人、副经理、经理，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服装技术部经理，江苏
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江苏苏美达
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史 磊，女，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年出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设江
苏机械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徐州公司业务员、国际结算处审单员，江苏苏美达国
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一部业务助理、 业务三部主任业务员、 业务三部副经
理、经理，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省外市场总监、副总经
理、党委书记。 现任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江苏苏美达机电有
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王 健，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５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 曾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财务处核算，江苏苏美达机电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综合部经理，江苏苏美达机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兼财务部经理、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团委书记，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资产
财务部副总经理兼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江苏苏美达
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 苏美达股份办公室主任、 资产财务部总经
理，现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兼江苏苏美达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杨 勇，男，中国国籍，１９８１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干事、团委工作干事、学院团委书记，江苏苏美达集团公
司集团办公室经营管理员、经营管理部副经理、经理，团委书记、集团办公室主任
助理兼经营管理部经理，苏美达股份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
主持工作）。
现任苏美达股份证券事务代表兼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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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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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及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８０６号）核准，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通过非
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式发行Ａ股股票７８，６１６，３５０股，发行价格为每股９．５４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７４９，９９９，９７９．００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７３１，８２６，７５６．４７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为公司出具了“
天健验〔
验资报告》。 公
２０１７〕２－３２ 号”《
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以及四方监管协议。
前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再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公司决定对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再次进行调整， 即调减湖南科霸汽车
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年产５．１８亿安时车用动力电池产业化项目 （
一期工程）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调增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６００万平方
米新能源汽车用泡沫镍产业园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 详情请见公
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科力远关于再次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５）。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４２，９５３．１３万元，占募集资金
净额的５８．６９％；募集资金总余额为３０，６０７．８６万元，其中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３３１．８２万元和募集资金专户尚未支付
的中介费用金额４６．３９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的余额 （
剔除前述利息净额和中介费
后）为３０，２２９．５５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４１．３１％。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计
划和进度，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募投项目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调整前募集 再次调整后
资金投资总 募集资金投
额
资总额（
１）

承诺投资项目

累计投入金
额（
２）

募集资金净额
的余额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
３）＝
（
２）／（
１）

１．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
任公司年产５．１８亿安时车用动力
电池产业化项目（
一期工程）

４６，１８２．６８

３１，１８２．６８

１９，３８６．９６

１１，７９５．７２

６２．１７

２．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６００万平方米新能源汽车用
泡沫镍产业园项目

７，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１６

１４，９９９．８４

３１．８２

３．ＣＨＳ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研发项
目（
ＣＨＳ混合动力总成ＨＴ２８００平
台、ＨＴ１８０００客车平台以及相应
电池包ＢＰＳ系统研发项目、氢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用电电混合动
力系统平台技术研发项目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３２．６９

１，９６７．３１

８８．４３

４．ＣＨＳ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研发项
目（
科力远ＣＨＳ日本研究院）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３．３２

１，４６６．６８

５１．１１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７３，１８２．６８

７３，１８２．６８

４２，９５３．１３

３０，２２９．５５

５８．６９

注： 上述表格内募集资金净额的余额一栏未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３３１．８２万元和募集资金专户尚未支付的中介
费用金额４６．３９万元。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

关资料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分别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于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５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经审议， 监事会认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
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的效率，增加公司收益，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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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授权金额： 最高结构性存款余额低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后１２个月内。
●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授权购买结构性存款概况
１．购买结构性存款目的
鉴于公司在业务开展中会产生临时性资金沉淀，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利
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将
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提高资金收益。
２． 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
３． 公司对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 由公司资产财务部组织相关人员对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进行严格监
控，持续跟踪产品的最新动态，如评估或发现存在不利情形，将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
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授权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具体情况
（
１）投资产品
公司购买产品的品种，仅限于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包括保证收益型
和保本浮动收益型，低风险，短期限，流动性好，预期收益率应高于同期银行存款
利率。
（
２）投资额度
最高结构性存款余额低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５０％。 在上述额度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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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３２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股）

９１，２４１，３５４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９１．７８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２２．３２

二、持股５％以上股东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泽星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９９７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４．３２％；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泽星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累计质押数量为９１，２４１，３５４股，占其持股数量的９１．７８％，占公司总股本数量
的２２．３２％。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公司收到持股５％以上股东泽星投资的通知，获悉部分股份
已办理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
名册

占其所
本次解除质 本次解除质
持股数 持股比
持股份
押前累计质 押后累计质
股） 例（
比例
量（
％） 押数量（
股） 押数量（
股）
（
％）

工行长沙中山路支行

１９０１００２０２９２０００６８９２６

５２３，２６９．５２

科力远股份公司

８１０１０３０９０００１９３５９

１３７，４８２．４７

科力远股份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麓谷科技支行

６６１５００７８８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５２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

８１０１０３０９０００１２９７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建湘南路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麓谷科技支行

０．００

常德力元

３４，２２３．４２

湖南科霸

４３０５０１８６３９３６０００００１０４

２６９，３５８，９７５．３５

湖南科霸

６６１５００７８８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３６，０２３，６７１．５９

ＣＨＳ

合 计

３０６，０７７，６２２．３５

注： 上述表格内募集资金总余额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
行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３３１．８２万元和募集资金专户尚未支付的中介费用金额
４６．３９万元。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２５，０００万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四、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融资成本，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
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５，０００万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６个月
内，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
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债券等交易。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
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时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
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专项说明意见
（
一）保荐机构意见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占公司
已质押 已质押 未质押
总股本
股份中 股份中 股份中
比例
限售股 冻结股 限售股
（
％）
份数量 份数量 份数量
（
股）
（
股）
（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
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
９９，４１５，
２４．３２
９９７

科力远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
批准相关议案之日起不超过６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且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并进行
了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科力远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 保荐机构对科力远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
（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上市公
１．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
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公司将２５，０００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６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将２５，０００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
少公司短期融资，节省公司财务费用支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三）监事会意见
上市公
１．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
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
公司章程》、《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公司将２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６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将２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
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返回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监事会一致同意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５，０００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
过６个月。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
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一致行动人兼善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鹏鼎控股（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月 ３０日披
露了《
关于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
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４），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以下简称“
兼善鹏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兼善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兼善
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
公司收到以上股东的《
１５日，兼善鹏诚与兼善投资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泽星
投资

备 注

鹏鼎控股（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比例（
％）

以下简称 “
公司”）持
● 截至本公告日，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５％以上股东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泽星投资”）持有公司股份９９，４１５，

募集资金总余额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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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5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３８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证券简称：苏美达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１０

内，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
３）投资实施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公司资产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
４）投资期限
单笔结构性存款期限不超过２个月。
（
５）授权有效期
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后１２个月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和资金安全，不断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前提下，公司
通过使用在业务开展中产生临时沉淀的自有资金适度购买短期保本型结构性存
款，有利于提高临时沉淀自有资金的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的效率，降
低财务费用，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同时，公司将做好资金预算，安排好资金的使用。 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不会
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流动性需求。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保本型，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收益率可能产生波动，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针对可能发生的相关风险，采取如下措施：
（
１）在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合同文件。 由公司资产财务部组织相关人员对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进行严格
监控，持续跟踪产品的最新动态，如评估或发现存在不利情形，将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
２）在授权期间，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
格控制风险。
（
３）公司不断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利
用和规范运行。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１． 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规定，公司本
次《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投资和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
买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
金流状况均无负面影响且收益稳定，符合公司利益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
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高公司暂时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
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 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的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减持均价
（
元／股）
４９．１２

减持股数
（
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减持比例（
％）
０．０４３３％
兼善投资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

４５．８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３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

４８．８８

２，６７９，９２０

０．１１５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５１．１９

２，２６３，３００

０．０９７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５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

５０．９８

４８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

５０．８５

８０７，２５４

０．０３４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

５１．１２

６２，２６２

０．００２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５０．０４

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４９．２５

３１２，１００

０．０１３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４８．９７

４，７００

０．０００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

５０．１９

２，０３８，９５５

０．０８８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５０．０９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

５４．１９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４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５６．０６

１２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５６．７７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

５８．１０

５１，２００

０．００２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

５８．２８

４３１，３００

０．０１８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９日

６０．２１

９８，８００

０．００４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６０．２０

１４７，８００

０．００６４％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５８．７２

２１４，７００

０．００９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

４８．００

２，９３０，０００

０．１２６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

４７．００

２，９４２，６００

０．１２７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

４５．８０

１２，９２１，０８８

０．５５９０％

８．２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４７．８８

２，５２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０％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２．０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４５．８８

４，０５７，９６０

０．１７５６％

解质时间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

４５．８８

２，６９８，７９４

０．１１６８％

董事会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４５．８８

１２，２３９，３５２

０．５２９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

５５．２５

３４３，６３３

０．０１４９％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

４９．００

９１８，８２２

０．０３９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４．２０

３４，９００

０．００１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

４９．００

５，７１１，７００

０．２４７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５５．０６

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

５０．００

８５８，０００

０．０３７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

５６．０９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５０．００

２，２６６，０００

０．０９８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５５．９４

１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

５２．６４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

５６．６８

３８０，８９９

０．０１６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０．１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０．１０６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

５５．９０

１１，２００

０．０００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

４９．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

５４．７２

３２，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

５０．０８

７６９，４２０

０．０３３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４．３２

２２４，８００

０．００９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

４８．２８

５５１，２００

０．０２３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５１．６８

８４７，４００

０．０３６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５２．８６

４１，８００

０．００１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

５１．１２

６１，７００

０．００２７％

－

９３，６７４，７６５

４．０５２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５０．０４

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４９．２５

３１２，７００

０．０１３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４８．９７

４，７００

０．０００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

５０．１９

２，０４０，７６７

０．０８８３％

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５０．０９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６％

生效。孙琦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

５４．２８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４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

５４．９９

９１０，７００

０．０３９４％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５４．４３

４２，５００

０．００１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３．８５

３０３，５４８

０．０１３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５５．０７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７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

５５．８８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５５．５６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

５６．６７

８５７，０９１

０．０３７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

５５．４８

１６６，４００

０．００７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

５４．４５

１５８，４００

０．００６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３．８９

６３３，８００

０．０２７４％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５２．７９

９４，９００

０．００４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５１．５２

４６，２００

０．００２０％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

５１．１３

７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３％

董事会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

５１．２５

５８０，２００

０．０２５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

５１．０５

２２，５００

０．００１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５０．０３

９１，６００

０．００４０％

股东名称

泽星投资

本次解质押股份（
股）

８，１７４，６４２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２１

９９，４１５，９９６

９１，２４１，３５４

９１．７８

２２．３２

０

０

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０４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披露２０２０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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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
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２０２０年度
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
中汇交发〔
２０２０〕４０１号）的规定，上海华鑫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华鑫证券”）将在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披露华鑫证券２０２０年
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净资本计算表。
华鑫证券２０２０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净资本计算表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本公告附件。
以上财务报表数据为母公司口径数据且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谨慎参考，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０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４１５，９９７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０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１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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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近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孙琦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孙琦女士因个人原

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士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孙琦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
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孙琦女士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兼善鹏诚

合计

－

２、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数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兼善鹏诚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３，７６４，７０５

５．３５４５％

５２，２５３，１６３

２．２６０６％

兼善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０３１，７６４

１．０３９７％

１，８６８，５４１

０．０８０８％

１４７，７９６，４６９

６．３９４２％

５４，１２１，７０４

２．３４１５％

合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
１、兼善鹏诚及兼善投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
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定以及《
公司章程》的情形。
２、兼善鹏诚及兼善投资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３、本次减持股份事项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动。
三、备查文件
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１、兼善鹏诚及兼善投资出具的《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