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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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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系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远

盛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盛仓储）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国产天然橡胶及进口

三号烟片胶的交割仓库，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客户以及其他期货市场参与者提供仓储

服务。远大物产按照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规定，为远盛仓储继续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

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根据远盛仓储的库容和目前相

关期现货交易价格测算，远大物产为远盛仓储提供的上述担保金额不超过3亿元，担保期限

不超过6年。本次担保尚未签署相关文件。

2、远大物产已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

3、本次担保不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远盛仓储成立于2014年3月12日，注册地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

盛路188号A-1199室，法定代表人为陈健，经营范围：海上、航空、公路国际货运代理，仓储（除

危险品），货物包装（除包装装潢印刷），装运搬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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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盛仓储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90%股权，宁波远大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宁波远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远大物产持有

其90%股权、远大物产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其8%股权、施永梅持有其

2%股权。

经审计，远盛仓储2019年度实现销售收入18,660,880.38元，利润总额-4,509,017.48元，净

利润-3,746,527.64元；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4,868,391.00元， 负债总额2,137,297.75元

（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137,297.75元），净资产32,731,093.25元，或有事

项0元。

远盛仓储2020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15,895,665.06元，利润总额-468,679.02�元，净利润

-365,009.27元；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34,110,898.53�元，负债总额1,744,814.55元（其中包

括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 1,744,814.55元），净资产32,366,083.98元，或有事项0元。

远盛仓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2、担保期限

不超过6年。

3、金额

根据远盛仓储的库容和目前相关期现货交易价格测算， 远大物产为远盛仓储提供的担

保金额不超过3亿元。

四、担保方意见

本次担保为远大物产按照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规定， 为远盛仓储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

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远盛仓储经营状况稳定， 并已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财产一切

险，保险金额为5.062亿元，本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约合713,718.45万元（其中：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47,700万元、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余额为166,018.45万

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56.28%。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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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73,277,897.57 3,007,255,155.40 -4.46%

营业利润 153,104,524.41 156,095,000.44 -1.92%

利润总额 132,116,312.75 141,445,465.15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620,389.79 58,778,676.12 134.13%

基本每股收益 0.3123 0.1428 11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8% 2.07% 增长2.5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5,180,198,215.23 5,298,938,738.35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56,342,798.05 2,978,032,577.39 -0.73%

股本 442,445,375.00 435,070,744.00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68 6.84 -2.3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因受疫情影响，公司女装和婴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但医美业务经

营规模持续较快增长，带动公司整体业绩的上升。具体来看：2020年度，公司女装业务受疫情影

响较大， 经过在全渠道运营策略的加速推进和疫情后渠道布局的优化、 产品品类的优化和增

加、追单率的提升、店铺爆款打造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女装业务营业收入132,787.50万

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3.40%；实现医疗美容业务收入81,299.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13%；实

现婴童业务营业收入73,241.21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7.97%。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87,327.79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46%；实现营业利润15,310.45万元、利润总额13,211.63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降低1.92%、6.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62.04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34.13%。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518,019.82万元， 较期初减少

2.24%，主要是报告期内出售L&P公司大部分股权，使得长期股权投资减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5,634.28万元，较期初减少0.73%，主要是收购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

院有限公司等六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冲减资本公积所致；资产负债率30.64%，较期初增加0.2

个百分点，主要是新收入准则调整预计退换货成本计入其他流动资产，导致资产、负债余额同

时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告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62.04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34.13%，与公司披露的《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2020年度业绩预计的范

围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51� � �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1-010

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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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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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248.09 16,944.89 -4.11

营业利润 5,493.18 6,805.19 -19.28

利润总额 6,149.64 7,059.56 -12.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03.43 6,162.98 -12.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055.31 5,671.39 -2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3 1.03 -19.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4 38.76 下降24.52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1,661.70 29,156.58 248.6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2,117.92 18,779.29 390.53

股 本 8,000.00 6,0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1.51 3.13 2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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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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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48.09万元，同比下降4.1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5,403.43万元，同比下降 12.3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4,055.31万元，同比下降28.50%。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01,661.70万元，同比增长248.6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92,117.92万元，同比增长390.53%。

报告期内，因新冠疫情、下游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下滑。

（二）主要数据及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同比增长 248.67%，股本同比增长33.3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

比增长390.53%，主要系2020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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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10� � � �证券简称：迈得医疗 公告编号：2021-003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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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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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准确

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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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316.84 20,954.95 25.59

营业利润 6,839.59 5,092.55 34.31

利润总额 6,872.92 5,377.87 27.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54.98 4,675.21 25.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510.49 3,676.06 4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0 0.73 -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4% 16.61% 减少8.4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1,601.28 80,441.64 1.4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73,643.82 70,727.06 4.12

股 本 8,360.00 8,36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8.81 8.4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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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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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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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316.84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5.59%；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854.9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5.2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510.4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9.90%。

2020年的业绩有所上升，主要系（1）2020年度，公司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

场， 主营业务收入中血液净化类智能设备、 安全注射针自动组装设备较2019年度有所增长。

（2）公司积极响应国家防控新冠疫情的号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快速研发、制造出了全自动

口罩机及熔喷挤出机并投入市场，防疫类产品对公司2020年度毛利率、营业收入及利润增长

带来积极影响。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公司聚焦到安全输注类、血液净化类拥有核心技术的智

能装备生产。 考虑市场行情和公司最近的订单情况，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对口罩机及相关零

部件计提减值损失791.62万元。

（二）主要数据及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2020年营业利润6,839.5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34.31%，利润总额6,872.92万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7.80%，利润水平的增长主要受益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59%，且公司综

合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准。此外，公司对相关费用支出保持了合理管控，销售费用及管理费

用的增幅均低于收入增长幅度，使得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增长较高。

2、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510.49万元，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49.90%，主要系利润总额的增长以及本期非常性损益净额较少所致。

三、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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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准确

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78� � � �证券简称：福立旺 公告编号：2021-010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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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2020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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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588.33 44,322.24 16.39

营业利润 12,223.85 12,253.05 -0.24

利润总额 12,693.38 12,461.82 1.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94.44 10,735.88

3.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89.00 10,416.89

2.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5 0.8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9% 24.49% 减少4.8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4,168.61 81,669.45 101.0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31,529.85 53,075.79

147.82

股 本（万股） 17,335.00 13,000.00 33.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

7.59 4.08

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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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度，公司经营形势平稳，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88.3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16.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094.4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3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689.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61%。

公司净利润稳步增长的同时，由于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净资产大幅增加，

而募集资金项目处于投建期，尚未产生效益，因此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下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101.0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2.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47.8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公司的股本、资本公积金额大幅增加。

3.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33.3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4,335万股股票所致。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86.0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使公司的股本、资本公积金额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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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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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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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中融信托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中融一圆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委托理财期限：90天、94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含6亿元） 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类理财产品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议案有效期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此前购买的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和中融

信托圆融1号已到期赎回，根据四届六次董事会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继续购买

上述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资金运营和周转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1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

构 性 存 款

03307期

5,000.00 1.48~3.40 18.25~41.92

2 中融信托

信托理财产品

中融一圆融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信托

合同

5,000.00 5.9% 75.97

序号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1 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 / / 否

2 94天

非保本固定收

益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着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

谨慎决策。公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控现金管理的相关风险：

1、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上，根据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情况，选择抗风险能力强、信誉

高的金融机构，并选择风险低的产品，同时在购买每单产品前，需要充分了解拟购买产品的情

况；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所有银

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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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已分别与各受托方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中信银行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3307期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代码 C21XR0125

认购金额 5,000.00万元

产品名义投资期限 90天

起息日 2021年02月26日

名义到期日 2021年05月27日

预期收益率 1.48%~3.40%

2、中融信托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中融一圆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产品类型 非保本固定收益

合同编号 2012208001001801-XT-KNJD20210226

认购金额 5,000.00万元

产品名义投资期限 94天

起息日 2021年02月26日

名义到期日 2021年05月31日

预期收益率 5.9%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受托方 资金投向

中信银行

结构性产品联系的标的是英镑/美元即期汇率价格，即彭博页面” BFIX” 屏显示的东京时间下午3:00

的GBPUSD�Currency的值。 中信银行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联系标的进行投资和管理

中融信托 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以及固定收益类产品等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理财产品受托方为大型商业银行及合

作良好的信托公司，产品流动性好、风险水平低，公司已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

的金额、期限、资金投向、双方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经审慎评估，本次购买委托理财符合内

部资金管理的要求。公司将持续跟踪和分析理财产品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中信银行（股票代码：601998）为已上市大型商业银行、中融信托

为与公司合作良好的信托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第三季度（末） 2019年度（末）

资产总额（万元） 517,378.21 469,180.19

负债总额（万元） 216,404.55 205,983.57

净资产（万元） 300,973.66 263,19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5,375.40 40,644.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4,376.14 -14,612.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380.97 -1,445.33

货币资金 79,487.13 100,337.01

资产负债率（%） 41.83 43.90

货币资金/资产总额 15.36 21.39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公司将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

流动资产，该等银行结构性存款到期收益列报于投资收益。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

率为41.83%，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占2020年9月30日货币资金的12.58%，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业务，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通过购买流动性好、收益较稳定的理财，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商业银行的结构化存款产品及合作良好的信托公司理财产

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投资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

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现金管理投资中产生市场流动性风险及产品交易中的信用风险

等，可能影响公司各项理财产品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实施银行低风险类理财产品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范围和规定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公司财务管理

部负责理财产品的具体操作。 本议案有效期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收回本

金

预期收益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非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 5,000.00 61.00

2 非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 5,000.00 78.14

3 非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 5,000.00 79.25

4 非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 79.25 5,000.00

5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1,500.00 11,500.00

6 结构性存款 11,000.00 11,000.00 30.36

7 结构性存款 4,000.00 4,000.00 33.78

8 结构性存款 4,000.00 4,000.00 30.50

9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07.36

10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40.95

11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42.38

12 结构性存款 4,000.00 4,000.00 33.47

13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 5,000.00 83.06

14 结构性存款 10,500.00 10,500.00 30.32

15 结构性存款 10,500.00 10,500.00 26.24

16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9.07

17 保本固定收益型 4,000.00 4,000.00 31.91

18 结构性存款 4,000.00 4,000.00 29.92

19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7.59

20 结构性存款 10,500.00 10,500.00 26.75

21 结构性存款 4,000.00 4,000.00 33.28

22 结构性存款 10,500.00 10,500.00 24.85

23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1.10

24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5.29

25 结构性存款 10,500.00 42.00、95.20 10,500.00

26 结构性存款 3,000.00 12.00、27.2 3,000.00

27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3,000.00 11.84、22.19、25.15 3,000.00

28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3,000.00 11.70、21.95、24.87 3,000.00

29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2,000.00 6.90~26.14 2,000.00

30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2,000.00 6.90~41.42 2,000.00

31 结构性存款 2,500.00 10.00、22.67 2,500.00

32 结构性存款 2,500.00 10.00、22.67 2,500.00

33 结构性存款 4,000.00 9.87~30.58 4,000.00

34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3.16

35 结构性存款 5,000.00 18.25、36.99、41.92 5000.00

合计 191,000.00 137,000.00 959.72 54,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8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4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4,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00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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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主席白利军先生、副总经理邬敦伟先生、白建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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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0-037）,持本公司股份6,097,670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6%）的公司监事会主席白利军先生书面告知公司董事会,计划在本次公

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以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277%）;持本公

司股份3,989,72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2%）的公司副总经理邬敦伟先生书面告知公

司董事会,计划在本次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

口期则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0.2298%）;持本公司股份36,150股的公司副总经理白建明先生书面告知公司董事会,计

划在本次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

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000股。公司于2020年11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2020-056）。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止2021年2月24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已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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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

邬敦伟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13日 6.5 900000 0.2298

白利军 未减持 - - - -

白建明 未减持 - - - -

二、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姓

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邬

敦

伟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97431 0.2547 97431 0.024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992292 0.7653 2992292 0.7513

合计持有股份 3989723 1.02 3089723 0.7758

白

利

军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4418 0.3893 1524418 0.382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73252 1.1707 4573252 1.1483

合计持有股份 6097670 1.56 6097670 1.5311

白

建

明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038 - 9038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112 - 27112 -

合计持有股份 36150 - 36150 -

（注: �本次减持后持股比例按可转债开始转股后截止2021年2月24日本公司总股本398,

259,429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股份减持符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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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已

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已届满,除邬敦伟先生按预披露计划减持完毕外,白利

军先生、白建明先生均未减持。

3、本次减持的人员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

性经营。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