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4

2021年 2 月 27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债券代码:136264

债券简称:16隆基01

公告编号:临2021-019号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

债券代码:113038

债券简称:隆20转债

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隆基乐叶” ）、宝鸡隆核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鸡隆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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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于2021

证券代码：600572

公告编号：临2021-012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获得政府补助情况的公告

核” ）。
● 担保金额：为隆基乐叶在银行申请的不超过3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为隆基
乐叶在银行申请的3.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为宝鸡隆核在银行申请的
3.6亿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
截至2021年2月24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81.86亿元和美元6.8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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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华
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链金融担保余额为1.03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3.46亿元。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披露了临2020-089号

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否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决议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6000万美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间，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实际已经收到及预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4,933.85万元。

案》

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汇丰银行

收款企业名称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到账时间

获得补助原
因

浙江康恩贝
中药有限公司

1,245.60

2020年4月

松政办抄告字（2020）60号关于要求拨
“
一厂一政 付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一厂一
其他收益
策” 奖励 政策” 奖励资金的请示（丽生集松管
{2020}6号）

浙江金华
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650.00

2020年7月、8月

医药生产企 金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2019
业综合贡献 年度市区医药生产企业综合贡献奖励 其他收益
奖励
资金的通知 金经信材料（2020）79号

云南康恩贝
希陶药业
有限公司

1,010.63

2020年2月-12月陆续收
到543.73万 元 ，2021 年 1
月收到466.90万元

江西珍视明药
业有限公司

441.80

2020年3月

财政扶持资 抚州高新区党政办公室抄告单 抚高新
其他收益
金
办抄字【2020】108号

本公司

300.00

2020年12月

兰溪市财政局 兰溪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仿制药一次 关于印发 《兰溪市省级制造业高质量
其他收益
性评价补助 发展示范市创建财政专项激励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案》、《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成都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宝
鸡隆核在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子公司提供以下担保：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1、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汇丰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业务，敞口授信总量为7.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有效期1年，担保方式为信用；同时为子公
司隆基乐叶在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授信总量3亿元人民币,有

增值税
退税

补助依据

列报项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邮储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

2、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金额3.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案》

3、同意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综合授信业务，额度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信用；同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邮储银行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浙商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

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额度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
4、同意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业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务，额度3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信用；同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浙商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额度4亿元人民币。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成都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5、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金额20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宝鸡隆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宝鸡隆核在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西天施康中
药股份有限公
司

236.63

失业保险补
贴

2020年10月、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授权董事会决定为全资子公司2021年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额度不超过18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特此公告。

事项，授权期限自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上新增担保金额在预计总额度范围内，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2020年5月

119.62

2020年5月

其他收益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复产补助 肺 炎疫情 防控 工作指 挥部 金 开疫 情防指 其他收益
（2020）32号
用汽补助
其他收益
省级乡村
振兴产业
松阳县卫生健康局松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
发展示范
2019年省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中
建设（中
其他收益
医药康养产业发展）资金的通知 松卫
医药康养
（2020）95号
产业发
展）资金

160.00

2020年11月

云南康恩贝
希陶药业
有限公司

156.06

2020年10月、12
月

稳岗补贴

曲靖市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文
件《曲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曲靖市人社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发 其他收益
展政策措施工作方案的通知》 曲人社办
【2020】18号

杭州康恩贝制药
有限公司

149.95

2020年12月

瞪羚企业
发展补助

关于下达2019年度瞪羚企业2020年上市后
各企业资助资金的通知 杭州市滨江区经信 其他收益
（2020）50号

浙江康恩贝
中药有限公司

147.60

2020年7月

重大新药
创制补助

关于“
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子课题）变更申请的批复 卫科专项函
{2020}89号

本公司

129.30

2020年1月

战略性新
兴产业奖
励

兰溪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兰溪市2018年
度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拟安排方案 其他收益
公示

上海康恩贝医药
有限公司

125.00

2020年12月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十三五” 期
世博地区
间浦东新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意见的通 其他收益
开发扶持
知》浦府（2017）18号
资金

浙江康恩贝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104.90

2020年6月

总部经济
奖励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其他零星小计
[注]

3,043.48

合计

9,151.00

【关于兰溪市鼓励浙商回归发展总部经济
的若干意见】（兰政办发（2013）41号）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债券代码:136264

债券简称:16隆基01

债券代码:113038

债券简称:隆20转债

公告编号:临2021-018号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到账时间

220.00

2020年2月

云南康恩贝
希陶药业
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
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206.43

2020年3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注：鉴于其他零星补助项目较多，汇总列示。

获得补助
原因

补助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列报项目

累计9,151.00万元，将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公司2020年度损益，预计将增加2020年度利润总额9,

中药饮片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文件 （关于下
产业发展 达2019年中药饮片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 其他收益
扶持奖励 知）曲开财预字[2020]21号

浙江省委省政府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
的若干意见》，浙江省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2020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执
稳岗补贴
其他收益
行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20〕10
号）和金华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金华
市区落实2020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有
关事项的请示》（金人社〔2020〕2号）

151.00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经审计净利润-34,562.78万元的绝对值34,562.78万元
的26.48%。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9.2条（款）的规定，特就以上交易
事项予以披露。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对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相
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最终将以2020年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2月27日

杭州康恩贝制药
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苑路8369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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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注册资本：20亿元（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隆基乐叶增资完

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发行了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售；合同能源管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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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

杭财企 〔2020〕81号-关于下达2020年第五
财政专项
批杭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其他收益
资金补助
的通知

6、隆基乐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主
要财务指标（单户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隆20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52.77元/股，“隆20转债” 发行之后，因公司实施2020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对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转股价格由52.77元/股调整为52.59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774,098.10

1,726,349.21

净资产

902,700.96

752,219.29

1,871,397.15

974,129.92

负债
流动负债

1,815,151.33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营业收入

1,775,251.27

454.87

14,632.03

净利润

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

（二）宝鸡隆核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1、成立时间：2020年5月18日

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注册地点: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城关镇事业大楼A座423室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3、法定代表人：张长江

自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2月26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4、注册资本：9,460万元

格52.59元/股的130%，即68.37元/股。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68.37元/股，将触发“
隆20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届时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隆20转债” 。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特此公告。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且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

公告编号:临2021-020号

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1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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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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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2月24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81.86亿元和美元6.82亿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爱康科技”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元，履约类担保余额为美元7.60亿元，供应链金融担保余额为1.03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3.46亿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康实业” ）的通知，获悉爱康实业在中国证券登记

元。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的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6,796.8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53%。2020年，面对新冠

客户高度认可。2020年，国内汽车行业快速复苏，特别是商用车和工程机械行业同比显著增长，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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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用车行业也出现明显复苏。同时，公司抓住国产替代加速的机遇，提升市场份额，公司营业收

风险。

入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1,670.62万元、利润总额40,516.0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267,968,694

5,520,743,643

13.53%

营业利润

416,706,162

400,474,959

4.05%

利润总额

405,160,853

399,773,449

1.35%

320,495,868

317,677,1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0.27%
增减变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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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67,674.57

391,269,397.31

-38.44%
-196.77%
-193.96%

主要原因：受疫情影响，公司海外业务营业收入及利润同比下滑，对部分海外子公司计提了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95,357.38

15,566,175.00

-197.62%

-0.04

0.05

-18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减少等因素。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8,424,106,636

15.85%

2.内部审计报告

3,729,627,296

6.33%

特此公告

股 本（股）

792,095,104

792,095,10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0067

4.7086

6.33%

1.82%

-3.5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56,850,628.94

1,104,528,069.82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75,517,287.21

892,292,925.36

-1.88%

340,000,000.00

340,000,000.00

0.00%

2.58

2.62

-1.53%

股

1.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3,965,759,653

-1.72%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董 事 会

证券代码：000690
债券代码：112483
债券代码：112491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债券简称：16宝新01
债券简称：16宝新02

0

2.61%

116,846,200

0

爱康投资

26,640,006

0.59%

25,000,000

93.84%

0.56%

0

合 计

648,938,206

14.48%

471,126,200

72.60%

10.51%

116,846,200

100.00%
0
24.80%

0

0

5,000,000

100.00%

0

0

5,000,000

2.81%

000股。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3、根据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48）及2020年11月18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

4、本次股份质押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公司
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1、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但相关固定费用及支出
不变，导致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发生亏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2020年度业
绩预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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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公告编号：2021-018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编号：临2021－002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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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度自上述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详见临2020-042号公告）。

7.35%

95.90%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7日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MTN1391

65.80%

116,846,2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50亿元，注册额

329,280,000

2.72%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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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

121,846,200

经营业绩仍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导致公司2020年度整体营业收入下滑，利润下降。

18,839,594.07

9,759,51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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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452,000

邹承慧

游企业需求萎缩，导致公司销售收入下降。公司虽积极应对疫情，采取各种措施，但2020年度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18,996,51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股票简称：陆家嘴
陆家B股

爱康实业

半年招标计划部分停滞，整年采购计划相应推迟，对公司新业务拓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下

投资风险。

-17,702,574.64

总资产

股票代码：A股：600663
B股：900932

未质押股份情况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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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3,421.86

四、备查文件

8.6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
占已质押
占未质押
限售和冻结
份限售和
股份比例
股份比例
数量
冻结数量

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整体复工延迟，经济运行效率降低；鉴

利润总额

2.50%

本报告期初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于新冠疫情的不利预期，公司部分客户减少了大型招标活动，降低面对面交流次数，导致上

营业利润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8.33%

累计质押股
占其所持
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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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的净利润32,049.5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05%、1.35%、0.89%，增长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增幅。

0.89%

本报告期末

持股比
例

公告编号：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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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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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陈述或重大遗漏。

肺炎疫情，公司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应对，多管齐下，及时复工复产，全力以赴确保交付，得到

本报告期

为爱康科
技的融资
提供担保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项目

证券代码：002691

公告编号：2021-010

单位：元

质押用途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持股数量
（股）

特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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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2
月25日

质权人

至申请解 江苏银行股
除质押登 份有限公司
记为止
镇江分行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债券简称:16隆基01
债券简称:隆20转债

述或重大遗漏。

否

质押
到期日

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债券代码:136264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否

质押
起始日

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债券代码:113038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0.69%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8），公司2017至2019年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证券代码：002610

四、董事会意见

6.19%

是否
为限
售股

例为53.7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99%，对应融资余额为26,175.51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

1,930.00

公司尚未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以与银行签订的协议金额为准。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10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728.04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26,891万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3、联系邮箱：longi-board@longigroup.com

邮箱：zhengquanbu@akcome.com

1,930.00

0.05

是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23,255万股，占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0

质权人
江苏省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46.4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18%， 对应融资余额为18,

0.05

净利润

2、联系电话：029-81566863 029-86519912

电话：0512-82557563
传真：0512-82557644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解除日期
2021年02月
25日

1、本次股份质押是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融资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

特此公告！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起始日
2021年01月
29日

求。

1,930.05

流动负债

0.69%

爱康实业未质押的股份数为171,172,000股， 其中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份数为170,000,

总资产
负债

1、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股东名称

邹承慧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书期间，指定公司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在董事会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

单位：万元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3,100

是否为控股 本次质押
股东及其一 股份数量
致行动人
（万股）

爱康
实业

定，ZHANG JING（张静）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要财务指标如下：

四、联系方式

裁、董事会秘书ZHANG JING（张静）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ZHANG JING（张静）女士因

股东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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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风险提示

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是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6、宝鸡隆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主

董事会审议是否赎回“
隆20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

爱康实业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万
股）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分限售股予以回购注销。ZHANG JING（张静）女士辞职后，仍需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术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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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指标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ZHANG JING（张静）女士持有公司股票492,815股，其中 2018年限制性

5、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项目的研发、总承包、设计、采购、建造、运营、销售，太阳能发电技

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于触发本次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后召开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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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25,493股，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该部

2,081,208.59

会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示衷心感谢，衷心祝愿ZHANG JING（张静）女士未来一切顺利、再创佳绩！

919,110.63

事

具体事项如下：

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ZHANG JING（张静）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9月
（未经审计）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约定，

证券代码：002126

董

2021年2月27日

ZHANG JING（张静）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发挥了

总资产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告编号：2021-040

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9月8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隆20转债” ， 债券代码
“
113038”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2月26日收到公司副总

元，发行总额500,000.00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95]号文同意，本次发行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2020年12月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以审批结果为准)

证监许可[2020]1092号” 文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代码：002610

成后注册资本将变更为30亿元，本次增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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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可转债的有关情况

股票代码:601012

200.00

3、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隆20转债” 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一）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1012

其他收益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收款企业名称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议案》，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129.38

赣人社发[2019]18号关于支持困难企业稳定
其他收益
就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

浙江康恩贝
中药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
其他收益
企业发展稳定就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
知》的通知 鹰人社字{2020}85号

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贷款金额3.6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以具体协议为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用电补助

财税[2016]52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
其他收益
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效期1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稳岗补贴

2020年5月

经收到及预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9,151.00万元，明细如下：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在浙商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

2020年1月

186.67

经进一步统计，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实际已

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在邮储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7.95

《公司关于2020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情况的公告》， 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拟在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额度

江西天施康中药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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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其他金额币种为人民币），履约类担保余额为美元7.60亿元，供应

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符合《公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德意志银行（中国）申请授信业务的议案》

证券简称：康恩贝

面利率为3.80%。募集资金已经于2021年2月26日全额到账。

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公司第一、二、三、四、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公司第八届董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中期票据发行的主承销商和簿记管理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为中期票据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员
工持股计划》。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交所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2100303），实际本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3+2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票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计划，证券账户号码：0899265006；目前该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一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2月25日， 公司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21陆金开MTN001， 代码：

2、经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开立已获审核通过，开
户通过时间：2021年2月25日，账户名称：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第七期员工持股

1、经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二、三、四、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注销已
获审核通过，注销通过时间：2021年2月26日。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