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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完成
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变更登记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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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人福医药”或“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星期五）上午１０：００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通知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李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的议案》：
关于核准人福医药集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２５６２号《
团股份公司向李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方式向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股）
８９，０４７，１９５股，发行价格１１．２３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５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２２，７９４，２４７．０１（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９７７，２０５，７５２．８４元。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
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 董事会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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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人福医药”或“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
司向李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２５６２
号）核准，公司向李杰发行９０，８０４，３９０股、向陈小清发行７７，５５５，９７２股、向徐华斌
发行２１，９６０，０４９股，共计发行１９０，３２０，４１１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向武汉当代科
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１０亿元， 发行股份数量为８９，
０４７，１９５股，公司股份总数由１，３５３，７０４，３０２股变更为１，６３３，０７１，９０８股，公司注
册资本由１，３５３，７０４，３０２元人民币变更为１，６３３，０７１，９０８元人民币。 经股东大会、
董事会授权， 公司于近日在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注册资本及公司章
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
营业执照》，公
司注册资本由１，３５３，７０４，３０２元变更为１，６３３，０７１，９０８元， 其余登记事项未发生
变更。
二、《
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现行章程依照《
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
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如下：
２０１９年修订）》制订。 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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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修订外，原《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７９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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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人福医药”或“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星期五）上午１０：００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
事长杜越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议案》：
关于核准人福医药集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２５６２号《
团股份公司向李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方式向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股）
８９，０４７，１９５股，发行价格１１．２３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５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２２，７９４，２４７．０１（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９７７，２０５，７５２．８４元。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
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８９，６６４，
０８５．１５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修订后

第十八条第一款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额为 第十八条第一款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额为
１３５，３７０．４３０２万股。
１６３，３０７．１９０８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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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０４２２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１３５，３７０．４３０２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１６３，３０７．１９０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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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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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以下简称“
人福医药”或“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金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本次置换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６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关于核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向李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２０２０］２５６２号 《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８９，０４７，１９５股，发行价格１１．２３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５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２２，７９４，２４７．０１
（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９７７，２０５，７５２．８４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２１］第２－００００５号
的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
告书》，公司计划将募集配套资金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使用４７，
小容量注射制剂国际标准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剩余部
５２２．００万元用于宜昌人福“
分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利用募集配套资金置
换前期投入的资金。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８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元）

小容量注射制剂国际标准生产基地

４７５，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人福
２０２１］第２－０００２４号《
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
告》。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人福医药编制的以募集资金置换
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符合相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
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人福医药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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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对人福医药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由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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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的时
间距募集资金到账的时间未超过６个月，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未与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８９，
６６４，０８５．１５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备查文件
１、人福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人福医药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意见；
４、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核报告。
５、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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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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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埃夫特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８

股）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Ａ股

同意

反对
比例（
％）

票数
３０７，０５９，４４３

９８．８７６９

票数

弃权
比例（
％）

３，４８１，８４２

１．１２１１

票数
５，７００

比例（
％）
０．００２０

２、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１５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反对

６８，６７１，０７１

票数

９５．００３３

弃权
比例（
％）

３，５７８，７４２

４．９５１０

票数

比例（
％）

３３，０００

０．０４５７

（
二）涉及重大事项，５％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１

４０．９５５４

（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
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下
称“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
生主持。
（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公司在任董事９人，出席９人；
２、公司在任监事５人，出席５人；
３、公司财务总监汪磊先生、董秘张梦珣女士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
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杰群律师、杨敏律师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Ａ股

３１０，５４６，９８５

％）
３、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比例（
％）

２

同意
议案名称
关 于 修 订
《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 控 股 股
东华 立 医 药
集团 有 限 公
司拟 向 公 司
提供 借 款 暨
关联 交 易 的
议案

票数

８，８１２，５４１

８，６８８，３４１

反对
比例（
％）

７１．６４６２

７０．６３６４

票数

３，４８１，８４２

３，５７８，７４２

弃权
比例（
％）

２８．３０７５

２９．０９５３

票数

５，７００

３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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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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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２，９４４．６５

１２６，７７９．７６

－１０．９１％

营业利润

－１９，９６０．５７

－８，６８７．９５

不适用

利润总额

－１９，００５．７４

－７，３２３．１８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６，３０７．１２

－４，２６８．２８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８，４７２．５４

－１１，４０２．８０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３７

－０．１１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０６％

－２．６１％

下降６．４５个百分点

０．０４６３

０．２６８３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包含股东的代理
２、本次会议的议案１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
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２／３以上通过；本次会议的议案２为非特别决议议案，由出
席会议的股东（
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关于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
３、本次会议的议案２《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议案，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２３８，２６４，１７２股。
４、本次会议的议案１、２均对５％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昆明）律师事务所
１、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
律师：杨杰群、杨敏
２、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３３１，５７５．５３

２７７，８１７．６２

１９．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６０３．０６

１５８，７７３．８９

３３．２７％

股本

５２，１７８．００

３９，１３３．３２

３３．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
元）

４．０６

４．０６

０％

注：１． 本报告期初数为２０２０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数
据。
２．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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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经营情况：２０２０年 度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１１２，９４４．６５ 万 元 ， 同 比 减 少
１０．９１％；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１６，３０７．１２万元， 亏损同比增加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目前，审计机构已经完成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的监盘，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
数据审计工作，主要项目的访谈及数据审计，银行函证和往来函证的发送与回
收，主要业务循环的内控测试工作，已基本完成初步数据审计，现场审计进入收
尾阶段；评估机构开展前期数据收集，实物资产勘查和整理工作；公司与标的公
司股东方就交易协议正在作进一步协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的各项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后续推进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三、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且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１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本行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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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本行”）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发布《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本行股份计划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６３），载明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简称“
增持
主体”），计划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起４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共计不少于２，０２０万元
人民币或等值港元自愿从二级市场买入本行Ｈ股股份（
简称“
本次计划”）。
本行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发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本行股份计划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７８），增
持主体合计增持本行Ｈ股股份合计５，１８０，０００股， 增持金额合计１，４５９万元人民
币或等值港币。 本行部分一级分行、海外分行、总行部门及子公司负责人等核心
管理人员（
以下简称“
中高层核心管理人员”）在本行鼓励下，从二级市场自愿增
持本行Ｈ股股份４７，６０２，０００股，增持金额合计约１３，３３２万元人民币或等值港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主体合计增持本行Ｈ股股份５，１８０，０００股，增持金额合
计１，４５９万元人民币或等值港元。 本行中高层核心管理人员合计增持本行Ｈ股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否

否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办理解
２０２１年２ 除 质 押
月２５日 登 记 手
续之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

武汉信用融
资担保 （
集
０．２１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

０．０６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为其融
资提供
质押反
担保

２、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
３、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当代 ４８５，１２６，
科技 ３０９

占其
持股 本次质押前 本次质押后 所持
比例 累计质押数 累计质押数 股份
（
量（
股）
量（
股）
比例
％）
（
％）

２９．７１

３７８，３４７，
３９３

３７９，３４７，
３９３

占公
已质
未质
司总
押股
押股
股本 已质押股 份中 未质押股 份中
比例 份中限售 冻结 份中限售 冻结
（
％） 股份数量 股份 股份数量 股份
数量
数量

７８．２０ ２３．２３

５７，５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４７，
１９５

０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１、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当代科技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３１，６５４，２２３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６．５２％，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１．９４％，对应融资余额为３５，０００万元；未来一年内到
期 （
不含半年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量为１３７，０８７，０００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２８．２６％，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８．３９％，对应融资余额１８６，０００万元。
当代科技本次办理股份质押用于为其融资提供质押反担保。 目前当代科技
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截止目前不存在偿债风险，其还款资金
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２）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
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
务。
三、风险应对措施
当代科技质押股权是为融资提供相关担保， 暂未发现到期资金偿还能力方
面存在重大风险。 当代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
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平仓风险，
当代科技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
告知上市公司。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
关情况。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份６７，３９４，５００股，增持金额合计约１９，０３４万元人民币或等值港币。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计划实施期间内，部分增持主体因连续受到本行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
告、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发布前的窗口期等， 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得买卖本行股
票的合规限制，能够自愿增持本行Ｈ股股份的时间窗口有限，导致其无法按期完
成原自愿增持计划，拟将本次计划的实施期限延长２个月，即本次计划的实施期
限由“
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起４个月”延长为：“
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起６个月（
如期间
存在Ｎ个交易日限制增持主体买卖本行股票， 则上述期限顺延Ｎ个交易日）”，除
此之外，本次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本行将持续关注上述增持主体增持本行股票的有关情况，按照法定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２８２．０５％；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２８，４７２．５４万
元，亏损同比增加１４９．７０％。
２．财务状况：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总资产３３１，５７５．５３万元，较期初增长１９．３５％；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２１１，６０３．０６万元，较期初增长３３．２７％。
３．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对本公司的
经营造成巨大影响，在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后，公司中国境内收入同比上升；同时，
机器人整机业务毛利率受益于核心零部件自主化同比有所增长。 但报告期内位
于意大利、波兰、巴西和印度等海外子公司相继成为疫情重灾区，客户现场停产，
境外集成项目已获取订单无法按时启动，已启动订单执行周期性停滞，导致公司
境外收入下滑；同时海外子公司整体产能和工作效率下降，固定成本无法有效分
摊造成亏损幅度相应加大。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３０％以上的主要原因：
（
１．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增加２８２．０５％，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增加１４９．７０％，主要原因是：
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对本公司的经营造成巨大影响，报告期内位于意大
利、波兰、巴西和印度等海外子公司相继成为疫情重灾区，客户现场停产，境外集
成项目已获取订单无法按时启动，已启动订单执行周期性停滞，导致公司境外收
入下滑；同时海外子公司整体产能和工作效率下降，固定成本无法有效分摊造成
亏损幅度相应加大。
２．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加３３．２７％，主要原因系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３．股本较报告期初增长３３．３３％，主要原因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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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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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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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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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６６８，６６０，９１４．０４

９８４，３２１，５３２．５０

６９．５２

营业利润

３６，８０３，５７９．２３

３２，５５２，０５０．３８

１３．０６

利润总额

４１，５１１，８５９．７１

３６，５７９，８８７．９１

１３．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４，２２２，４６７．１２

２８，０２１，９２７．２７

２２．１３

０．１０２９

０．０８４３

２２．０６

３．５５％

２．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元）

证券代码：６０１９９８

是

是否
补充
质押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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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以下简称“
公司”）与郑旭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晨、成善学、王欢、严洪龙及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以下简
转让方”）签署《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
以下简称“
意向协议”），拟以
称“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杭州市政”或“
标的公司”）７０．８３％的股权。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该交易构成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
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５）。
组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首次披露《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
性公告》以来，公司已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工作，积极论
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与各股东方就重组方案积极沟通，并按照《
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积极推进审计、评估等其
他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工作。

当代
科技

是否
为限
售股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票数

是否为
股东
本次质押股
控股股
名称
数（
股）
东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８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东类
型

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２5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６８８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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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１６６
（
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元）
８９，６６４，０８５．１５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人福医药”或“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４８５，１２６，
３０９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９．７１％。 本次质押后，当代科技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３７９，
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７８．２０％，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３．２３％。
３４７，３９３股（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接到控股股东当代科技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
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的登
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１、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０．５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２，４８９，０６１，３３０．４９

２，２９９，８０４，３６７．１２

９７５，９４５，５９３．０６

９４６，０５２，１６３．１７

３．１６

３３２，４６７，４７０

３３２，４６７，４７０

０．００

２．９４

２．８５

３．１６

８．２３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
Ａ／Ｈ）：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中兴通讯

（
一）报告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１、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６６，８６６．０９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９．５２％；利润总额 ４，１５１．１９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３．４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３，４２２．２５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２．１３％。
２、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２４８，９０６．１３ 万元，较年初增长８．２３％；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９７，５９４．５６万元，较年初增长３．１６％；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９４ 元，较年初增长 ３．１６％。
二）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６６，８６６．０９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９．５２％，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发，把握住风电新能源快速发展机遇，陆续
取得江阴远景投资有限公司等风电主机厂家的风电叶片订单，确保了２０２０年销
售目标的实现。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未对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进
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１、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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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２０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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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披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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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
中兴通讯股份有
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３０个工作日内向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以
２０３５６８号）（
下简称“
通知书”）后，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
和讨论，并组织有关人员和中介机构一起着手准备回复。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申报基准日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截至目前财务数据有
效期已过，需更新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公司备考审阅报
告。 为切实稳妥做好回复及财务数据更新工作，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延期
回复的申请，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３日前报送书面回复意见及更
新财务数据后的申请文件。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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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