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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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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召集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
研究，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局负责召集，公司董事局认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无需相关部门批准或履行必要程序。
星期一）下午２：５０。
４、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其中：
（
现场股东大会
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召开日）９：１５至９：２５，９：３０至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现场股东
２）
大会召开日）上午９：１５至下午３：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即Ｂ
６、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Ａ、Ｂ股的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 Ｂ股股东应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４日（
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７、出席及列席对象：
（
１）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邀请的其他嘉宾和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８、现场会议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２８号康佳研发大厦１９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提案名称
（
关于增选蔡伟斌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１）审议《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１７％股权后按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的
（
２）审议《
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ｉｎｄｅｘ）上刊登的《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等相关文件。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提案１和提案２统一表决

√

１．００

《
关于增选蔡伟斌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２．００

《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１７％股权后按持股比例
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设置“
总议案”（
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对应的提案编码为１００。 １．００
代表提案１，２．００ 代表提案２。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
一）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
１）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
明）、股票账户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凭证，凭上述文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股东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股东的股
票账户卡、授权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凭证，凭上述文件办理登记。
（
境外机构为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
境外机构为主要负
２）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
责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
境外机构为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国内法人股东需要，如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股东为法人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
人代表证明书。
（
４）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
（
５）参会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股东账户卡原件，以备律师验证。
２、登记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上午９：００起至３月１５日下午２：５０止。
３、登记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２８号康佳研发大厦２４楼董事局秘书处。
（
二）会议联系方式等情况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１１３９、（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９１３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１１３９
电子邮箱：ｓｚｋｏｎｋａ＠ｋｏｎｋａ．ｃｏｍ
联系人：苗雷强、孟炼
邮 编：５１８０５７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４、注意事项：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位于深圳市，现场参会股东
请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深圳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规定和要求。公司将
严格遵守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防控要求，对现场参会股东采取事前填报《
访客申请表》、体温监测、
查验健康申报系统等疫情防控措施。 出现发热等症状、不按照要求佩戴口罩或未能遵守疫情防控
有关规定和要求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１。
六、备查文件
１、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文件；
２、其他有关文件。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为３６００１６，投票简称为康佳投票。
２、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９：１５，结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束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３：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
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年４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二、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备注
提案编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同
弃
码
反对
意
权
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
关于增选蔡伟斌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１７％股权后按持
√
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
三、本人（
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２．００
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Ａ／Ｂ股＿＿＿＿＿＿＿＿＿＿＿＿＿＿＿＿＿＿股
委托日期：＿＿＿＿＿＿＿＿＿＿＿＿＿＿＿＿生效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１、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
√”；
２、授权委托书仅供参考， 剪报及复印均有效，股东也可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为法人
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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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持股
比例对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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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
一）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签批了《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
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决定》，同意本公司将持有的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烟台康云公司”）１７％的股权在国有产权交易公开挂牌转让。 在公开挂牌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
有烟台康云公司的股权比例将从５１％变更为３４％。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０日披露的
《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１７％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５）。
（
二） 为顺利推进环保科技小镇项目， 本公司拟在公开挂牌转让烟台康云公司１７％股权完成
后，与烟台康云公司其他股东一同按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其中本公司提供的
借款金额不超过２．２６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３年，借款的年化利率为８％。
（
三）本公司董事局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１７％股权后按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 公司共
有７名董事，实到董事７名，董事局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７０６００ＭＡ３ＲＢ０ＦＴＸＱ。 成立时
间：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 法定代表人：张连成。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北京北路２６号内１号２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综
合体管理服务；资产评估；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环保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规划设计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评估；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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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目前烟台康云公司主要资产系其持有的４７９亩环保科技小镇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 环保科技
小镇项目用地位于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东至湘潭路，南至规划路，西至用地边界，北
至上海大街。土地性质有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截至目前，烟台康云公司
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正在推进建设方案设计。
在公开挂牌转让烟台康云公司１７％股权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烟台康云公司的股权比例将变更
为３４％，烟台康云公司将变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烟台康云公司负责开发的项目仍在建设期， 尚无收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６５，４２２．６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６５，１２２．８０万元，净资产为２９９．８３万元，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１５日经审计
的营业收入为０元，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为－０．２７万元。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６６，
９４３．４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６６，６７４．０２万元，净资产为２６９．４４万元，２０２１年１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０
元，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为－３０．９６万元。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
一）财务资助对象：烟台康云公司。
（
二）财务资助金额：在公开挂牌转让烟台康云公司１７％股权完成后，本公司拟与烟台康云公
司其他股东一同按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其中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
司提供不超过２．２６亿元股东借款。
（
三）资金用途：用于支付环保科技小镇项目用地地价和建设价款、相关税费和项目前期其他
资金需求。
四）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不超过３年。
（
五）财务资助利率：年化利率为８％。
（
四、风险防范措施
首先，烟台康云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其经营的环保科技小镇项目预计可产生较好的投资收
益，因此烟台康云公司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次，本次提供股东借款是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进行的，且其他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 综上所
述，本次按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风险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按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主要是为了顺利推动环保科技小镇项目，同
时，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向烟台康云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在公开挂牌转让烟台康云公司１７％股权完成后，公司与其他股东一起按持股比例对烟台康云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是基于公司对烟台康云公司的资产状况、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了全面评估后确
定的，烟台康云公司具备偿还股东借款的能力。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其提供股东借款的整体风险
可控，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时，该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董事局的表决结
果。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借款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本公司对外实际提供借款金额为１１８，０８１．２４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１４．６３％。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本公司向重庆庆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８９０万
元，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１日该笔财务资助期满。 截至目前，该笔财务资助尚未收回，未收回的财务资助本金
及利息合计为１，０９２．９２万元，本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跟踪并督促重庆庆佳公司
尽快履行其偿债义务，同时本公司正积极推动重庆庆佳电子有限公司完成土地收储工作。 该事项
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披露的《
关于向重庆庆佳公司提供８９０万元财务资助逾期
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２１）。 除此以外，公司没有逾期未收回借款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１、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０１６
债券代码：１１４４２３、１１４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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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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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以下简称“
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３５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其他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
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本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５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准则，以及后续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备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按照新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
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
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
一）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
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
二）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
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
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
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
三）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
益；
（
四）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
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
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预计实施新租
赁准则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本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本公
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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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２０２０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
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２０２０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８，８１１．７０

１０１，４２２．３０

增减变动幅度（
％）
７．２９

营业利润

１３，８６９．４３

１０，９２５．８４

２６．９４
２７．５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１１６．７１

１１，０６４．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２９７．８２

９，１４７．４３

４５．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２，５１７．６０

８，８１６．６９

４１．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１．０１３２

０．８７１２

１６．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３％

３２．６６％

减少２２．０３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１０，２９７．４４

８１，８７１．７３

１５６．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０，０８２．３８

３３，２５６．３３

３８１．３６

股本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
元）

１１．４３

３．１７

２６１．０２

注：１． 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２．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是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２０２０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６０１０１６
债券代码：１４３２８５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债券简称：Ｇ１７风电１

（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８，８１１．７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２９％；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１３，２９７．８２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４５．３７％；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１２，５１７．６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９８％。 公司全年业绩呈稳定增长态势，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和净利润率均有
所提升。
（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３０％以上的主要原因
１．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６．９４％，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２７．５９％，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４５．３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４１．９８％，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
结构中，具有较高毛利的一类新药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销售占比较上年
度增加，产品销售结构进一步优化，综合毛利率提升所致。
２．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５６．８６％，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较去年同期增长３８１．３６％，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３．３３％，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净资产较去年同期增长２６１．０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上市
募集发行股份，取得募集资金，所有得权益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２０２０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９
债券代码：１４３７２３
债券简称：Ｇ１８风电１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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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中
２１０３００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３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相关材料，并在规定
的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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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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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２１－11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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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星
期五）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０日以电子邮件、书面或传真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会议由监事长王友来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增选蔡伟斌为第九届监事会
经过充分讨论，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由于王友来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及非职工监事职务，因此公司需增选一名
监事。 会议决定提名蔡伟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蔡伟斌，男，汉族，１９７３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副部长、执纪审查室主任等职务。现任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蔡伟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属于《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
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０１６
债券代码：１１４４２３、１１４４８８
１１４４８９、１１４５２３
１１４５２４、１１４８９４

证券简称：深康佳Ａ、深康佳Ｂ
债券简称：１９康佳０２、１９康佳０３
１９康佳０４、１９康佳０５
１９康佳０６、２１康佳０１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12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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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康佳集团”）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星期五）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０日以电子邮件、书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面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７名，实到董事７名。会议由董事局主席
刘凤喜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增选蔡伟斌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由于王友来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及非职工监事的职务，因此公司需增选一
名非职工监事，会议同意由监事会提名蔡伟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股权后按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会议决定康佳集团在完成公开挂牌转让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１７％股
权后，与其他股东一起按持股比例对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其中康佳集团提
供的借款金额不超过２．２６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３年，借款的年化利率为８％。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提供股东借款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会议授权康佳集团经营班子落实最终方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具体内容请见在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按持股比例对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
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ｉｎｄｅｘ） 上披露的 《
告》。
关于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
三）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
际，会议决定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星期一）下午２：５０时，在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２８号康佳
关于增选蔡伟斌为第九届监事
研发大厦１９楼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及其他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在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ｉｎｄｅｘ）上披露的《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蔡伟斌，男，汉族，１９７３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副部长、执纪审查室主任等职务。现任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蔡伟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联关系，不属于《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
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０１６
债券代码：１１４４２３、１１４４８８
１１４４８９、１１４５２３
１１４５２４、１１４８９４

证券简称：深康佳Ａ、深康佳Ｂ
债券简称：１９康佳０２、１９康佳０３
１９康佳０４、１９康佳０５
１９康佳０６、２１康佳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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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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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２，５３５，９３２．３８？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３１４．３０％，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
额为７９９，３９３．６９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９９．０８％。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６８，５００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４９％。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东莞康佳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以下简
称“
建设银行东莞分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建设银行东莞分行与东莞康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
佳公司在《
担保期限为《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被担保人为东莞康佳
公司，债权人为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本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召开的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
公司为东莞康佳公司提供金额为１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以
为顺利推进西安高陵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下简称“
毅康公司”，本公司持股５１％）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以
下简称“
建设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毅康公司为建设银行西安
经开区支行与毅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西安市高陵区康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陵康润
公司”，为高陵厨余垃圾处理项目的项目公司）签署的《
项目融资贷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为２０，０００万元，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为十五年，担保期限为项目融资贷款合
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被担保人为高陵康润公司，债权人为建设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
为顺利推进蒙城县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毅康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以下简称“
农业银行蒙城支行”）出具了《
贷款差额补足承诺书》。 根据承诺
有限公司蒙城县支行（
书，毅康公司为农业银行蒙城支行等与毅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蒙城县康润安建水务有限公司（
以
蒙城康润公司”，为蒙城县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项目公司）签署的《
银团贷款合同》项下
下简称“
未偿还农业银行蒙城支行的贷款金额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担保金额为９３，４００万元，担保债务的履
行期限为十七年，自贷款到期之日起十五日内毅康公司就蒙城康润公司未偿还贷款金额向农业银
行蒙城支行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被担保人为蒙城康润公司，债权人为农业银行蒙城支行。

证券代码：600566
转债代码：110038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上述担保事项均已通过毅康公司董事会的审议。
担保方
担保
被担保方 持股比
方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康 佳 东莞康佳
１００％
集团 公司

７１．５２％

高陵康润
毅 康 公司
公司 蒙城康润
公司

担保金额占
经审议的
是否
本次新增 尚在担保期 可用担 上市公司最
最高担保
关联
担保金额 限的金额 保额度 近一期净资
额度
担保
产比例
１亿

５，０００万
元

２，０００万元

９５％

８０．８１％

４４，５７１万 ２０，０００万
２４，５７１万元
元
元

８５％

９２．４２％

１２．３４亿元

９３，４００万
元

０元

３，０００
万元

０．８７％

否

０元

５．５２％

否

３亿元

１１．５８％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被担保人：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１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凤岗镇三联村
法定代表人：常东
注册资本：２６，６６７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色电视机、组合音响、收录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图文传真机、插件、
消磁线圈、五金件、塑胶件、包装材料（
不含塑料编织袋）、模具、微型电子计算机零部件、电脑显示
器；ＬＥＤ（
涉及许
ＯＬＥＤ）大屏幕显示设备、背光源、照明灯具、电源、应用控制系统设备、发光器件（
可证除外）、数字电视机顶盒、ＩＣ卡读写机、通讯设备及软件产品、数字电视系统产品、无线地面数
字电视广播发射机、平板电脑、小机器人，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广告机、养殖场设备、光伏设备及其
元器件、家用厨房电器具（
涉限除外）。 接受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
销售
权属委托方（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委托方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经营）。 设立研发机构，研
究和开发彩色电视机。 从事自有厂房租赁，提供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供应商管理系统查询服
务）。 从事塑胶原料批发与零售。 （
涉限除外，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
以上项目不
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产权及控制关系：东莞康佳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东莞康佳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未经审计和２０２１年１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９５，３０７．１６

１２７，４３７．６６

负债总额

５８，７０８．９９

９１，１３７．５１

净资产

３６，５９８．１７
项目

３６，３０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２１年１月

营业收入

６５，８０６．５６

６，２２９．１０

利润总额

６７６．４８

－３９１．１２

净利润

７３４．９２

－２９８．０２

（
二）被担保人：西安市高陵区康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陵区张卜街道岩王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谢辉
注册资本：７，３７１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污染治理；环境卫生管理（
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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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业务；餐厨垃圾处理。 （
以审批结果为准）。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陵康润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本公司通过持股５１％的控股子公司
毅康公司持有高陵康润公司９５％股权。
高陵康润公司尚在建设期内，未取得经营收入，２０２０年度未经审计和２０２１年１月未经审计的主
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１７，２８０．０５

１７，２８０．３３

负债总额

１３，９６３．１０

１３，９６３．３８

净资产

３，３１６．９５
项目

３，３１６．９５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２１年１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
三）被担保人：蒙城县康润安建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庄周刘海路
法定代表人：金丽娜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
安徽省蒙城县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ＰＰＰ项目合同》合同项下的建设、运维管理及维
护、移交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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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蒙城康润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本公司通过持股５１％的控股子公司
毅康公司持有蒙城康润公司８５％股权。
蒙城康润公司尚在建设期内，未取得经营收入，２０２０年度未经审计和２０２１年１月未经审计的主
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６４，９４０．９７

６６，５９０．４９

负债总额

６１，５４０．９７

６１，５４１．４９

净资产

３，４００．００
项目

５，０４９．００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２１年１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三、担保条款的主要内容
（
一）东莞康佳公司与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保证人）、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债权人）
１、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担保范围是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
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建设银行东莞分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行支付的其他款项（
用等）、建设银行东莞分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３、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４、保证期间：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５、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
二）高陵康润公司与建设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
保证人）、建设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
债权人）
１、保证人与债权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２、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２０，０００万元，担保范围是项目融资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
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建设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
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设银行西安经
开区支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３、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４、保证期间：项目融资贷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５、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
（
三）蒙城康润公司与农业银行蒙城支行
保证人）、农业银行蒙城支行（
债权人）
１、保证人与债权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银团贷款合同》项下未偿还农业银
２、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９３，４００万元，担保范围是《
行蒙城支行的贷款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
包括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以及农业银行蒙城支行的一切相关损失。 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为十七年，自贷款到期之日起十
五日内毅康公司就蒙城康润公司未偿还贷款金额向农业银行蒙城支行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３、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４、生效：自毅康公司作出承诺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满足东莞康佳公司、高陵康润公司和蒙城康润公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
的正常运营，本公司决定为东莞康佳公司签署的融资合同提供担保，毅康公司决定为高陵康润公
司和蒙城康润公司签署的融资合同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东莞康佳公司、 高陵康润公司和蒙城康润公司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
公司对其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及毅康公司分别对上述公司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东莞康佳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本公司为东莞康佳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无需反担
保。
毅康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高陵康润公司和蒙城康润公司提供担保时，高陵康润公司的其他股
东为担保额度的５％提供反担保；蒙城康润公司的其他股东（
社会出资方）为担保额度的５．５６％提供
反担保， 蒙城康润公司的另一其他股东蒙城县梦蝶公用事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政府方出资代
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公司无法提供反担保，毅康公司对蒙城康润公司的经营有绝对控制
权，担保风险较小，蒙城县梦蝶公用事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２，５３５，９３２．３８？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３１４．３０％，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
额为７９９，３９３．６９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９９．０８％。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６８，５００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４９％。
六、备查文件目录
《
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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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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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东科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东科制药”）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
局”）核准签发的宫瘤清片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信
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宫瘤清片
受理号：ＣＹＺＢ２０１２６５１
通知书编号：２０２１Ｂ００３４４
剂型：片剂
注册分类：中药
规格：每片重０．３７ｇ（
相当于饮片２ｇ）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一部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５０３３６
申请内容：药品生产技术转让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自贸大街３号
生产企业名称：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自贸大街３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Ｚ２０２１７００６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０２月０３日
审批结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
事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药品技术转让的补充申请，同意将宫瘤清片
生产技术转让给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原药品批
准文号。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１６

证券简称：诚邦股份

规格：每片重０．３７ｇ（
相当于饮片２ｇ）。 有效期：２４个月。
建议在下次再注册之前，完成以下提高质量标准的研究：继续研究完善含量测定
方法，确定含量测定指标的含量范围（
上下限）。
二、药品的基本情况
宫瘤清片功能与主治：活血逐瘀，消癥破积，用于瘀血内停所致的妇女癥瘕，症见
小腹胀痛、经色紫黯有块、经行不爽；子宫肌瘤见上述证候者。 宫瘤清片是《
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２０２０年版）》甲类品种。
经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除东科制药外，还有２家企业生产宫瘤清片、１家企业生产
宫瘤清颗粒、１家企业生产宫瘤清胶囊。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宫瘤清通用名产
品全国城市公立医院销售额１，５５９万元；全国城市零售药店销售额５６万元。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宫
２０１８年８月，东科制药与转让方签订宫瘤清片生产技术的转让合同，受让获得“
瘤清片（
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５０３３６）”的生产技术，包括满足国家相关法规进行药品生产技术
转让注册申报所备的全套新药申报资料、处方工艺、质量标准和相关知识产权，转让费
总额为人民币７５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东科制药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宫瘤清片技术转让至东科制药的补充
申请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获得受理通知书。
四、药品投产上市的后续安排
宫瘤清片的上市销售还需要进行招投标等一系列市场开发工作，公司将争取尽快
推进宫瘤清片投入生产并上市销售。
五、对公司本期业绩的影响
宫瘤清片批件的获得将丰富公司的产品储备， 预计将对公司今后的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 药品的上市需要一定的市场开发周期，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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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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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股
● 截至本公告日，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利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７０，３７３，４０２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４．６２％。
●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２８，８５０，０００股， 占方利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４１．００％，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１９％。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利强先生不存在股份
质押的情形。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收到控股股东方利强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质押给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提前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方利强

本次解质（
解冻）股份

２８，８５０，０００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４１．００％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４．１９％

解质（
解冻）时间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持股数量

７０，３７３，４０２股

持股比例

３４．６２％

剩余被质押（
被冻结）股份数量

０

剩余被质押（
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０

剩余被质押（
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利强先生计划根据其需求将股份用于后续质押，将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情况
此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利强先生不存在股份质
押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股份质押事项，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