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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8

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第３页内容补充说明情况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托管公司财务数据差异的补充公告

北京海港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北京海港本部口径）：
１．原公告相关内容（
“
……
（
北京海港）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四、其他
单位：万元

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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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４月末（

净资产

２０３，０６２．６８

２６５，９６４．４４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度（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４月（

营业收入

２１０，３４７．４４

１４９，９０１．００

净利润

７０，０６４．８１

６２，９０１．７６

项目

经审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计）

经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计）

一、基本情况

总资产

６００，３３２．６５

５９１，５２４．６９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巨潮资

净资产

１３２，９９７．８６

２０３，６９３．９７

２９０，２５３．２０

３４４，４６８．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
（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２０６，７４９．３６

２１０，３４７．４４

２１７，９４３．１８

１２１，２６３．７８

北京海港母公司口径数据，补充后公告内容为北京海港合并口径数据。

净利润

６１，７５１．４６

７０，６９６．１０

８８，５７８．９８

５２，９４１．００

扣非后归母
净利润

６１，７２３．０８

７０，６５０．４２

８９，０１７．２０

５２，６１５．４４

（
三）《
关于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关联方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
度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９） 第４页有关内容的补充说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讯网（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以下简称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及《
“
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向公司及所属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８）；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在公司指定
媒体上披露了 《
关于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经审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未经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计）
审计）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末（

６０５，１６０．６５

……”

６７８，９７１．１８

３．差异原因说明：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财务数据口径不同。 原公告内容所涉及财务数据为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

……”

明

东及关联方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关于关联方北京海
号：２０１９－０４６）；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北京海港合并口径）：
２．补充后公告内容（
“
……

实为对 《
关于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关联方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港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

（
北京海港）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由于２０１９－００９号公告是对２０１９－００７号公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因此本次补充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更新后）（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７（
更新））第５页的补充说明
单位：万元

关于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关联方向
０３２ ）；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更正公告》（
公告编

项目

经审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计）

经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计）

号：２０１９－００９）。 上述五份公告均涉及公司关联方及托管公司北京海港房地产开

总资产

６００，０２５．２７

５９０，９１２．５３

６１７，２９０．１８

６９８，５６３．１３

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海港”）年度财务数据。 其中，２０２０－０６６号公告所披露

净资产

１３２，９９７．８６

２０３，０６２．６８

２８７，９４１．６７

３３９，８０８．６５

相关年度财务数据与其他四份公告对应的财务数据存在不一致情况。 具体表现

项目

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
（
未经审计）

为： 一是２０２０－０６６号公告中披露的北京海港２０１７年度 “
营业收入、 净利润”与

营业收入

２０７，００７．７９

２１０，３４７．４４

２１８，４５０．９６

１２１，４２２．７２

２０１９－００９号公告中所披露的相关数据不一致； 二是２０２０－０６６号公告中披露的北
京海港２０１８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净利润”与２０１９－０３２号、２０１９－０４６号公告中所
披露的相关数据不一致；三是２０２０－０６６号公告中披露的北京海港２０１９年度“
经审

净利润

６１，５２２．１９

７０，０６４．８１

８４，８７８．９９

５０，５９２．７３

扣非后归母
净利润

６１，４７６．８８

７０，０１９．１３

８４，４３０．０７

５０，２２５．１５

计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与２０２０－０９８号公告中所披露的相关数据不一致。
二、差异主要原因
目前北京海港为公司托管单位，下辖两家子公司和一家分公司，财务报表及
相关数据包括三个口径，即合并口径（
包括本部、子公司、分公司）、母公司口径
（
包括本部和分公司）、本部口径（
不含子公司和分公司）。 由于北京海港相关工作
人员对上市公司监管规则及信息披露要求不熟悉， 导致部分公告中披露的相关

经审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未经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计）
审计）

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２ ）第３页内容的补充说明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末（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４月末（

净资产

２０３，６９３．９７

２６７，２８７．５５

被保荐公司简称：中宠股份

保荐代表人姓名：任滨

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４０８３７８３

保荐代表人姓名：杨锋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度（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４月（

营业收入

２１０，３４７．４４

１４９，９０１．００

净利润

７０，６９６．１０

６３，５９３．５９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杨锋、郭帅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１．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２．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９．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
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如适用）

√

如
１０．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适用）

√

１１．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
控制度

√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查看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
１．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２．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３．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４．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５．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

√

６．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相关管理制度；查看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决策文件、合同、付款情况；对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
书进行访谈
１．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

３．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４．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５．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６．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７．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８．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
露义务

√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公司三方监管协议；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流水；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台账；现场查看募投项目情
况；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
√

２．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３．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

４．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５．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司是否未
在承诺期间进行风险投资

√

６．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
书等相符

√
√

１．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２．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３．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

现场检查手段：
核查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４．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１．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５．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相
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

２．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７．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

１．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９．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２．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
二）内部控制

３．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相关工作档案文件

４．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５．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
上市前
√（
已建立）

如适用）
３．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

√

４．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
计划和报告等（
如适用）

√

５．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
如适用）
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

６．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
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
如适用）

√

７．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
（
如适用）

√

８．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如适用）

√

６．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由于中宠股份关联企业爱淘宠物生活用品（
柬埔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爱淘宠物”）业务发展情况良好，２０２０
年１－１１月中宠股份及子公司与爱淘宠物实际发生购销产品等经常性关联交易超出原有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
该关联交易审议额度，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超出金额需召开董事会进行补充审
议。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中宠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关联交易超出额度部分进行追认。此外，中宠股
份预计２０２０年全年与爱淘宠物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超出原审议额度的金额将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因此，
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代表人：
任 滨
杨 锋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国金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
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手续费。
３．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国金证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手
续费，不包括基金认购、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下：

４．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国金证券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
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国金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５． 相关基金原费率标准请详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华富永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１４６７
华富健康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５６３
华富物联世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７０９
二、优惠内容及期限
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起，投资者通过国金证券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费率

２１３，６８２．７５

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度（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１月（

营业收入

２０７，００７．７９

２０７，８８９．３３

净利润

６１，５２２．１９

８０，６８４．８９

……”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公司拟以公开摘牌方式
参与重庆太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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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目前，相关增资协议尚未签署，本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所属公司拟以公开摘牌方式
参与重庆太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所属公司重庆鲁能开发
重庆鲁能”）拟参与重庆太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以下简称“
重庆太衡”）增资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在《
证券
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和
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
关于所属公司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重庆太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４）。
二、交易进展情况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重庆鲁能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出的增资结果通知书
（
投资方），经增资企业股东审定，确定重庆鲁能为投资方，投资资金总额为８０，
０９４万元，投资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为８５％，根据增资结果通知书有关要求，重庆鲁
能拟于近期与重庆太衡等相关方按挂牌公告及相关规定签订增资协议。
目前，相关增资协议尚未签署，本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披露后续相关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投资方）
１．增资结果通知书（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基本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中超控股”）在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的（
２０１９）粤０３民初２６１７号
案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开庭审理。
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被告深圳市锦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锦云企业”）、广东天锦实业股份有
云投资控股企业（
限公司、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凯业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鑫
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锦光、谢岱、黄彬、黄润耿、中超控股及第三人深
圳市华融鹏锦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华融鹏锦企业”）、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
让纠纷一案，案号（
２０１９）粤０３民初２６１７号。 诉求判令被告锦云企业向原告
支付华融鹏锦企业财产份额全部转让价款人民币２．５亿元， 支付违约金、资
金占用费、律师费用及因实现权利而发生的其他费用，其他被告按照各自
签订的保证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 详情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 《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２）、
１０９）、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４）、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８）。
１２月９日《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深圳中院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进行开庭审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现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法院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公司将 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参加诉讼，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
证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中超控股”）近日收
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广东高院”）的《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８）粤
民初１６０号之三）。 关于原告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红塔
资产”）诉被告广东凯业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天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彬、
黄锦光、黄润耿、谢岱、广东兆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超控股及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
司、华商银行深圳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红塔资产向广东高院请求
对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５９，４８９．５８３０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现经原告红
塔资产申请，广东高院作出裁定如下：解除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价值人民币５９，４８９．５８３０万元财产的查封、扣押与冻结措施。
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的
《
民事裁定书》（
（
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２０１９）粤０３民初２６１７号之一）、《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８６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向广
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经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称“
本公司”）与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国金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起，本
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与国金证券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一、适用基金范围
国金证券上线销售的以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
０００３９８ 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富永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１４６６

１３２，９９７．８６

项目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产解除查封、冻结的公告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决策文件及现金分红执行情况；查阅公司重要合同

√

如适
２． 是否在股票上市后６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
用）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末（

净资产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１

（
八）其他重要事项

８．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如适用）
１．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单位：万元
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末（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不适用

√

８０，６８４．８９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１

（
三）信息披露

３．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
会议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６．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７，８８９．３３

６１，５２２．１９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３７

２０１７年度营业收入为２０７，００７．７９万元。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持续督导期内披露的定期报告

现场检查手段：
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查看公司的三会资料及信息披露资料；现场查看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网络检索相关信息

２０７，０２４．７２

净利润

［
２０１８］１５号）要求，将２０１７年度扣缴个税手续费返还收入由营业收入调整至其他
收益， 从而导致北京海港２０１７年调减收入１６．９３万元， 调增其他收益， 调整后的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２月３１日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７年度营业收入为２０７，０２４．７２万元。２０１８年度审计报告中，根据财政部２０１８年６
月１５日下发的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合并口径）：
２．补充后公告内容（
“
……

７．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１月（

３．差异原因说明：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２０１７年度审计报告中北京海港

……”

１．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４０８３７８３

２１３，６８２．７５

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度（

项目

露的财务数据为北京海港母公司口径财务数据，２０１９－００９号、２０１９－０４６号、２０２０－

保荐机构名称：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９９７．８６

项目

（
二）《
关于关联方北京海港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０９８号公告披露的财务数据均为北京海港合并口径财务数据。 由于数据口径的不
一致，导致部分披露数据前后出现差异。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净资产

北京海港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北京海港本部口径数据，补充后公告内容为北京海港合并口径数据。

告中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北京海港本部口径财务数据，２０１９－０３２号公告中所披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宏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作为烟台中
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宠股份”或“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及非公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
引》、《
山东证监局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监管指引（
试行）》的要求，委派本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杨锋同志对中宠股份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现将培训情
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基本情况
培训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培训地点：中宠股份会议室
参加培训人员：中宠股份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
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
二、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主要内容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２０２０年修订）》、《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２０２０年修订）》、《
考核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则要求，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重大
事项的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等相关规定进行培训。
三、培训的效果
宏信证券的本次培训得到了中宠股份的积极配合，全体参与培训人员均进
行了认真深入学习，加深了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募集
资金管理与使用等规定的理解。 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保荐代表人签字：
任 滨
杨 锋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末（

２．补充后公告内容（
２０１８年审计报告合并口径数据）：
“
……

北京海港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报告

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末（

３．差异原因说明：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财务数据口径不同。 原公告内容所涉及财务数据为

据，导致数据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披露数据的口径不一致。 其中，２０２０－０６６号公

（
一）《
关于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公告

单位：万元
项目

……”

母公司口径）：
１．原公告内容（
“
……

为统一数据披露口径，现按照北京海港经审计合并口径标准，将相关公告中
财务数据补充说明如下：

北京海港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财务数据存在不一致情况。 上述公告中所披露的北京海港财务数据均为真实数

三、补充说明情况

１．原公告内容（
２０１７年审计报告合并口径数据）：
“
……

除上述补充说明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
息披露审核，强化托管公司业务培训，统一对外披露数据的口径管理，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 对本次补充公告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保龄宝

序号

权证号

地址

截至２０１９．１２．３１账面
净值（
元）

１

苏（
２０１８）宜兴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５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８０４，１１５．８５

２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ＧＤ０００３＊＊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３４４，８８２．０３

３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ＧＤ０００３＊＊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２１，５３０，６８１．６３

４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ＧＤ０００３＊＊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２０３，８１２．５６

５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ＧＤ０００３＊＊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７３７，０１８．６０

６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１，０３７，１１８．４３

７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４，２４０，０４０．８７

８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０，３６７，３９９．６２

９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２，９６９，６２１．５１

１０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３０，７４４，７３４．９１

１１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６，０８９，５１７．２２

１２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２２２＊＊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７，０８６，７２６．２５

１３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０６１＊＊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７３，６２１．４８

１４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０６１＊＊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３９，７３３．２２

１５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０６１＊＊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８６０，０５４．４６

１６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０６１＊＊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４６７，８０３．９３

１７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０６１＊＊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９６４，７７４．７６

１８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１０６１＊＊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３８２，９３８．９４

１９

宜房权证宜城字第１００００９５８＊＊号

宜城街道五金机电城

１，５７１，８７５．５９

２０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０５９８＊＊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３５５，５５８．２０

２１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０５９７＊＊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５，３４８，８９０．４１

２２

宜房权证徐舍字第１００００５９８＊＊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

１，７１７，１１０．３１

２３

宜国用（
２０１３）第４１６０５３＊＊号

２４

宜国用（
２０１３）第４１６０５３＊＊号
宜城街道五金机电城

１，５７１，８７５．５９

２５

宜国用（
２０１３）第４１６０５３＊＊号

２６

宜国用（
２０１３）第４１６０５３＊＊号

２７

宜国用（
２０１２）第０８６００２＊＊号

宜兴市徐舍镇东岳村

２，９４３，５５７．４５

２８

宜国用（
２００９）第０８６０００＊＊号

宜兴市徐舍镇东岳村

８，５８７，９７８．６６

２９

宜国用（
２００９）第０８６０００＊＊号

宜兴市徐舍镇东岳村

１２，８８１，９６７．９９

３０

洪国用（
２０１４）第４４＊＊号

泗洪县黄山路东侧

６１８，７１２．６１

３１

三土房（
２０１２）字第００５２＊＊号

三亚市海坡度假区凤翔路

５１８，４８５．４５

３２

三土房（
２０１２）字第００５２＊＊号

三亚市海坡度假区凤翔路

５１８，４８５．４５

３３

浙（
２０１７）杭州市不动产权第０２２３０＊＊号

胜利新村

１，３０８，１３３．６９

３４

浙（
２０１７）杭州市不动产权第０２２２４＊＊号

西湖区世贸丽晶城

２，３３７，８２７．８７

二、公司子公司股权解除冻结情况
解除对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远方电缆”）１００％股权的冻结，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上述股权账面净值３４，
２７５．７１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证
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４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以下简称“
转让方”）与北
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
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裕投资”）及戴昱敏三方签订了《
股份转
让协议》， 转让方向永裕投资转让其合计持有的且已将表决权委托给永裕投资

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二》，永裕投资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刘宗利与永裕投资签署《
同意以不低于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贰亿零伍佰万元整）的价格受让标的股份２４，９３２，
１１８股，届时标的股权转让的最低价格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执行。 永裕投
资同意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前向刘宗利支付４２０万元，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前向刘宗利
支付４０００万元， 其余款项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前支付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的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龄宝”“
公司”）股份４７，２２７，６３６股，约

关于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公告》（
公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１）。

占保龄宝已发行股本总额的１２．７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受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最新进展情况
截止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永裕投资已向刘宗利支付４４２０万元股份转让款。

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１０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１

编号：２０１８－０１３）。

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国金证券页面公示为准。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国金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华富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处受让，刘宗利和永裕投资在未来三个月内协商确定具体交易条款并完成款项
支付和过户手续。 刘宗利同意，刘宗利持有的标的股份中的２４，９３２，１１８股，在其

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该等标的股份期间， 仍将该部分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永裕投资行使，

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双方同意本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转让方与永裕投资签订《
次收购的股份数量从４７，２２７，６３６股变更为２４，９３２，１１８股，由永裕投资从刘宗利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通知书》（
（
２０１９）粤０３民初２６１７号（
２０２０）粤０３执保５３号）等文件。 关于原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
华融广东分公
司”）诉被告深圳市锦云投资控股企业（
有限合伙）、广东天锦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凯业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腾
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锦光、谢岱、黄彬、黄润耿、中超控股及第三人华融
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华融鹏锦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原告华融广东分
公司向深圳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冻结中超控股名下的财产。
现经原告华融广东分公司申请，深圳中院作出裁定如下：解除对被申请人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全措施。
根据《
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公司财产已解除如下冻结：
一、公司土地及房产解除查封的情况

但表决权委托终止日期最晚不超过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
年７月１１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
关于控股股东拟受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９）。

根据《
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二》，刘宗利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
保龄宝股份
２４，９３２，１１８股）的表决权委托给永裕投资行使，表决权委托的终止日期为２０２１年
２月２８日。
三、备查文件
１、股份转让款支付凭证。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