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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还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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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

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江苏

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00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独立董

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截至2021年4月20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万元募

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际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将归还情

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1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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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招标人成都天

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绿心公园项目施工

2.�招标人：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中标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价：217,477,522.47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5. �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总用地面积约313,

213.28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建筑工程、绿化工程、铺装工程、

照明工程、管线工程、桥涵工程、河道工程及其附属配套设施工程等。

6.�工期：425个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监理人签发的开工令（或其他开工

指示文件）为准。

7.资金来源：国家投资-政府投资(100%)

8.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质量合格标准

上述项目估算总投资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73%，系公司积

极发展“大生态” 业务，大力拓展公司在川渝地区生态环境业务的重要成果。如

上述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

合同条款为准，每个环节的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万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郭晓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5,870,546.90 265,932,808.70 9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37,225.01 10,043,800.24 15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1,629,433.91 8,877,563.68 14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09,129.39 -110,206,240.4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0.78%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91,215,432.50 2,237,911,595.60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4,929,867.82 1,369,692,642.82 1.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749,155.04 公司享受的税收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5,956.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53,481.93 公司购买理财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6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6,317.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7,644.73

合计 3,607,791.1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凯恩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9% 82,238,392 冻结 82,238,392

浙江凯融特种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2% 23,920,317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2% 19,282,700

刘华敏 境内自然人 1.17% 5,484,706

王若男 境内自然人 1.06% 4,935,501

陈玉庆 境内自然人 0.71% 3,327,511

周国丁 境内自然人 0.37% 1,744,700

安志方 境内自然人 0.33% 1,556,700

王白浪 境内自然人 0.31% 1,450,439 1,087,829

鲜斌艳 境内自然人 0.27% 1,285,1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82,238,392 人民币普通股 82,238,392

浙江凯融特种纸有限公司 23,920,317 人民币普通股 23,920,3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82,700

刘华敏 5,484,706 人民币普通股 5,484,706

王若男 4,935,501 人民币普通股 4,935,501

陈玉庆 3,327,511 人民币普通股 3,327,511

周国丁 1,7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4,700

安志方 1,55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6,700

鲜斌艳 1,28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5,100

张燕南 1,21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浙江凯融特种纸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上述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刘华敏持有公司股份5,484,706股，全部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王若男持有公司股份4,935,501股，其中4,896,401股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鲜斌艳持有公司股份1,285,100股，其中1,152,600股通过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9,126,322.47 316,822,988.87 -33.99%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和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1,399,530.34 33,273,210.28 174.69% 主要系本期增加原材料采购额，导致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211,959.43 3,330,860.50 56.47% 主要系本期已付账款，尚未收到发票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7,128,407.54 42,191,264.73 59.1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742,451.87 18,629,431.80 54.29% 主要系本期增加的在建工程预付款所致

应付票据 56,874,698.22 41,630,069.20 36.62% 主要系本期增加原材料采购额，导致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4,000,000.00 8,000,000.00 75.00% 主要系本期收到股权交易款所致

合同负债 5,519,050.56 10,054,944.39 -45.11% 主要系本期销售合同执行完毕合同负债转出所致

应交税费 26,909,503.14 39,086,634.73 -31.15% 主要系本期缴纳上年度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38,596,390.09 27,908,099.49 38.30% 主要系本期部分运费及市场开发费用暂未支付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15,870,546.90 265,932,808.70 93.99%

主要系本期纸基功能材料及信息科技服务销售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389,885,978.54 177,302,666.50 119.90% 主要系因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766,652.56 2,574,465.23 46.31%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369,079.78 648,389.97 -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13,122.36 -1,601,656.02 - 主要系本期存货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0 1,226,050.00 -100% 主要系上期发生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9,140,925.64 4,254,921.21 114.83%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09,129.39 -110,206,240.42 -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良好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151,985.08 -7,187,526.65 - 主要系本期增加的银行理财本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684,364.54 195,596,662.34 -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

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9,563 28,126 0

合计 39,563 28,126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溪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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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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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4月19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溪主持，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

季报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季报正文登载于2021年

4月2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证券代码：002012� � � �公告编号：2021-027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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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4月19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亚

玲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过认真研究讨论，

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季报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季报正文登载于2021年

4月2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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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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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0日14:00起。

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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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本公司行政楼

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233,864,8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148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9,723,18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726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141,62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421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409,

3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6016%。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

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

对1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 反对122,3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13%；弃权837,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96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

对1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 反对122,3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13%；弃权837,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964%。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

对1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 反对122,3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13%；弃权837,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964%。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742,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77%；反

对1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87,0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87%； 反对122,3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1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

对1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 反对122,3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13%；弃权837,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964%。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121,0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2544%；反

对1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1,621,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934%。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665,5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1372%； 反对122,2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09%；弃权1,621,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381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742,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77%；反

对1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87,0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87%； 反对122,3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1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8,622,9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7586%；反

对5,241,8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2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67,46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79.3703%； 反对5,241,882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6297%；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719,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9%；反

对1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23,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64,1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9.4286%； 反对122,2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809%；弃权23,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905%。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史习民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

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2020年度公司独立董事

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

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1年3月30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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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滨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硕公司” ）因项目

开发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组成的银团申请14亿元的融资，额度分别为8亿元和6亿元，为切实提高项目

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董事会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滨硕公司本次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9.8亿元，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

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2021-018号公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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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860,094.2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27％。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

意如下担保事宜：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滨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硕公司” ）因项目

开发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组成的银团申请14亿元的融资，额度分别为8亿元和6亿元，为切实提高项目

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董事会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滨硕公司本次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9.8亿元，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

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及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分别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90亿元及10亿元的新增担保。 公司本次为滨硕公司提供担保在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担保

前，公司对滨硕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额

度

已使用

额度

本次使用 剩余可使用额度

公司 控股子公司

≥70% 90 38.4675 9.8 41.7325

＜70% 10 0 0 10

合计 100 38.4675 9.8 51.732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滨硕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月12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388号1031室

法定代表人：李周捷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浙江中豪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

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各间接持有其20%和10%的股权。

经营范围：家具制造；企业管理；家具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

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用途

项目

所在地

拿地时间 权益比例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土地金额

（万元）

杭政储出[2020]73号 商业 杭州 2021/1/5 70% 17,591 70,364 203,600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订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担保金额： 9.8亿元。

3、担保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

等。

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滨硕公司系为项目开发成立的项目公司，公司为其融资提供全额担保支持，

有利于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鉴

于目前滨硕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

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860,094.20万元，均

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 对外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12.27％，其中对合并报表外的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315,009.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01％。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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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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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共青城邦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友投资” ）持有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总数为37,993,9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为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 ）的一致行动

人。本次质押后，邦友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7,993,92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1.21%。

● 截至2021年4月20日， 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

071,188,040股，占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67.18%，占公司总股本的

34.02%。

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邦友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共青城

邦友投

资有限

公司

是 13,493,920 35.52% 0.43%

是(首发

后限售

股）

否

2021年4月

19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止

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自身融资

需求

注：1、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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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

公司

779,677,352 24.76% 535,772,499 535,772,499 68.72%

17.01

%

303951367 56.73% -- --

江西永联农业

控股有限公司

685,826,602 21.78% 421,433,780 421,433,780 61.45%

13.38

%

211,851,732 50.27% -- --

共青城邦鼎投

资有限公司

75,987,841 2.41% 75,987,841 75,987,841 100.00% 2.41% 75,987,841

100.00

%

-- --

共青城邦友投

资有限公司

37,993,920 1.21% 24,500,000 37,993,920 100.00% 1.21% 37,993,920

100.00

%

-- --

陕国投·弘盛

19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7,086,100 0.23% -- -- -- -- -- - -- --

林印孙 3,635,203 0.12% -- -- -- -- -- - 2,726,402 75.00%

林峰 1,561,000 0.05% -- -- -- -- -- - 1,170,750 75.00%

程凡贵 2,685,700 0.09% -- -- -- -- -- - 2,014,275 75.00%

合计 1,594,453,718 50.63%

1,057,694,

120

1,071,188,

040

67.18%

34.02

%

629,784,860 58.79% 5,911,427 1.13%

注：1、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正邦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0,000,000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5.13%，占公司总股本的1.27%，对应融资余额为40,000.00万元；正邦

集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9,6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36%，占公司总股本的1.58%，对应融资余额为55,000.00万元。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联”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

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0,4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44%，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对应融资余额为32,000.00万元；江西永联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

计数量为114,1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6.65%，占公司总股本的3.63%，对

应融资余额为101,000.00万元。

共青城邦鼎投资有限公司未来一年内无质押股份到期。

邦友投资未来一年内无质押股份到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邦集团、江西永联、共青城邦鼎投资有限公司及邦友

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投资收益、上市公司

股票分红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

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3、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

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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