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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2020-02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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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20%�-�55%

盈利：10,792.78万元

盈利：12,951.34万元-16,728.81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产销量同比增加，综合成本不断降低，毛利率同比亦提升，提高了盈利能力，

带来了利润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2020年一季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数

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2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86.73%�-�80.10%

盈利：753.60万元

盈利：100万元-150万元

注：本格式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上下游客户复工推迟，物流受阻，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营业收入下滑，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业绩的详细数据以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2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因工作人员疏

忽，公告内容有误，部分内容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的相

关规定进行披露，现更正如下：

一、原披露内容：

（二）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0年1-2月份实际发生关联交易及2020年全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19年1月

-2月关联

交易额（不

含税）

2020年全年

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不含

税）

控

股

股

东

关

联

交

易

情

况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778.68 5,586.50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1,413.00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0.56 483.8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30.00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7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19.30 25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184.97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4,248.52 38,563.5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44.70 574.3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270.0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318.91 2,690.0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500.00

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225.28

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689.00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1.53 40.50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145.58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176.99

小计 5,411.56 51,893.49

其

他

关

联

方

交

易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394.37 5,643.80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298.21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79.84 720.00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关联企业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26.63 319.5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关联企业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6.37 276.3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关联企业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14.26 144.00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关联企业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

定

- 150.00

小计 521.46 7,551.95

合计 5,933.02 59,445.44

注： 上述公司与控股股东健康元及其子公司发生的采购商品持续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更正为：

（二）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不含

税）

2020年1月

-2月已发生

金额（不含

税）

上年发生

金额（不

含税）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586.50 778.68 3,381.2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0.00 - 0.14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0.00 - 2.6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50.00 19.30 34.15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8,

563.50

4,248.52

28,

801.78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98.21 - 317.71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76.37 6.37 72.89

小计

45,

074.58

5,052.87

32,

610.57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83.86 0.56 63.73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70.00 - 874.7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5.58 - 47.79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643.80 394.37 3,564.68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50.00 - 19.42

小计 6,693.24 394.93 4,570.3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13.00 - 18.5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76.99 - 68.66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20.00 79.84 575.78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4.00 14.26 53.01

小计 2,453.99 94.10 715.99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690.00 318.91 1,634.72

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689.00 - -

小计 3,379.00 318.91 1,634.72

租入资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84.97 - 77.94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74.30 44.07 177.98

小计 759.27 44.07 255.92

租出资产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00.00 - -

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25.28 - -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0.50 1.53 9.1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19.57 26.63 319.42

小计 1,085.35 28.16 328.57

二、原披露内容：“2019年1月-2月关联交易额（不含税）”

现更正为：“2020年1月-2月已发生金额（不含税）” 。

三、原披露内容：

（三）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9年度，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40,252.22万元。 其中，与控股股东健康元及其附属公

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35,221.97?万元，占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53,

341.61万元）的66.03%；与蓝宝制药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4,458.17万元，占经公司董事会、公司

经营管理层审批预计金额 （人民币5,229.58万元） 的85.25%； 与LUNGLIFE� AI, � INC.（原名：Cynvenio�

Biosystems,Inc.）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03万元，占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12.00

万元）的33.58%；与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48.63万元，占经公司董事

会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1,088.33万元）的50.41%；与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人民币19.42万元，占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的38.84%。上述关联交易均未超出审批

的预计金额。

现更正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17.71 342.18 0.15% -7.15%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381.26 7,241.63 1.55% -53.3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成品 34.15 194.26 0.02% -82.42%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0.14 2.89 0.00% -95.16%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64 2.89 0.00% -8.6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采购产成品 72.89 636.38 0.03% -88.55%

LUNGLIFE�AI,�INC. 采购原材料 4.03 12.00 0.00% -66.42%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8,

801.78

38,

187.52

13.23% -24.58%

小计

32,

614.60

46,

619.75

14.98% -30.04%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3,564.68 4,287.40 0.38% -16.86%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874.76 885.54 0.09% -1.22%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63.73 837.05 0.01% -92.39%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47.79 93.10 0.01% -48.6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销售产成品、原材

料

101.60 150.00 0.01% -32.27%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高分子材料 19.42 50.00 0.00% -61.16%

小计 4,671.98 6,303.09 0.50% -25.8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 575.78 600.00 42.53% -4.04%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水电及动力 53.01 95.67 3.92% -44.59%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8.54 650.39 1.37% -97.1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加工费、检测 0.11 5.00 0.01% -97.8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4.12 14.12 1.04% 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68.66 100.00 5.07% -31.34%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4.61 180.00 1.08% -91.88%

小计 744.83 1,645.18 55.02% -54.7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等 1,634.72 2,230.00 6.30% -26.69%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测试 1.60 5.00 0.01% -68.00%

小计 1,636.32 2,235.00 6.31% -26.79%

租入资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77.94 84.97 5.50% -8.27%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办公、设备租赁 177.98 559.30 12.57% -68.18%

小计 255.92 644.27 18.07% -60.28%

租出资产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9.15 9.99 0.94% -8.41%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办公出租 319.42 344.28 32.90% -7.22%

小计 328.57 354.27 33.84% -7.25%

注：披露日期及索引：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2月24日、2019年3月28日及2019年6月18

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与健康元签订2017年-2019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91）、《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18）、《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四、原披露内容：“1、关联交易签约情况：公司与健康元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了2020年-2022年三年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 未来公司将继续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各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合同。 ”

现更正为：“1、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已于2019年10月15日与健康元签订了2020年-2022年三年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 对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司拟发生的以采购商品为主的持续性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合理预

计；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与健康元签订了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对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司2020年拟发生的提供

劳务及接受劳务的持续性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未来公司将继续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各关联

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合同。 ”

除上述更正外，公告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更新后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已同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

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2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对拟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

包括采购商品、提供劳务及租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详情如下：

1、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 ）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各项

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51,893.49万元，其中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健康元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2020年-2022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

司2020年就采购商品交易上限金额为4.45亿元；本次预计包含提供劳务、租入租出资产及销售商品等日常经营相关

的交易累计金额约为7,393.4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1,116,675.24万元）的

0.66%，无须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6,662.01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0.60%，无须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739.94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0.07%，无须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5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0.01%，无须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2020年3月2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理预计情况的议案》，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邱庆丰先生、陶德

胜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经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审议后一致通过（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不含

税）

2020年1月

-2月已发生

金额（不含

税）

上年发生

金额（不

含税）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586.50 778.68 3,381.2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0.00 - 0.14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0.00 - 2.6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50.00 19.30 34.15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8,

563.50

4,248.52

28,

801.78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98.21 - 317.71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76.37 6.37 72.89

小计

45,

074.58

5,052.87

32,

610.57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83.86 0.56 63.73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70.00 - 874.7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5.58 - 47.79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643.80 394.37 3,564.68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50.00 - 19.42

小计 6,693.24 394.93 4,570.3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13.00 - 18.5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76.99 - 68.66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20.00 79.84 575.78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4.00 14.26 53.01

小计 2,453.99 94.10 715.99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690.00 318.91 1,634.72

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689.00 - -

小计 3,379.00 318.91 1,634.72

租入资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84.97 - 77.94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74.30 44.07 177.98

小计 759.27 44.07 255.92

租出资产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00.00 - -

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25.28 - -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0.50 1.53 9.1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19.57 26.63 319.42

小计 1,085.35 28.16 328.5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17.71 342.18 0.15% -7.15%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381.26 7,241.63 1.55% -53.3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成品 34.15 194.26 0.02% -82.42%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0.14 2.89 0.00% -95.16%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64 2.89 0.00% -8.6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采购产成品 72.89 636.38 0.03% -88.55%

LUNGLIFE�AI,�INC. 采购原材料 4.03 12.00 0.00% -66.42%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8,

801.78

38,

187.52

13.23% -24.58%

小计

32,

614.60

46,

619.75

14.98% -30.04%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3,564.68 4,287.40 0.38% -16.86%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874.76 885.54 0.09% -1.22%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63.73 837.05 0.01% -92.39%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47.79 93.10 0.01% -48.6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销售产成品、原材

料

101.60 150.00 0.01% -32.27%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高分子材料 19.42 50.00 0.00% -61.16%

小计 4,671.98 6,303.09 0.50% -25.8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 575.78 600.00 42.53% -4.04%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水电及动力 53.01 95.67 3.92% -44.59%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8.54 650.39 1.37% -97.1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加工费、检测 0.11 5.00 0.01% -97.8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4.12 14.12 1.04% 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68.66 100.00 5.07% -31.34%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4.61 180.00 1.08% -91.88%

小计 744.83 1,645.18 55.02% -54.7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等 1,634.72 2,230.00 6.30% -26.69%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测试 1.60 5.00 0.01% -68.00%

小计 1,636.32 2,235.00 6.31% -26.79%

租入资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77.94 84.97 5.50% -8.27%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办公、设备租赁 177.98 559.30 12.57% -68.18%

小计 255.92 644.27 18.07% -60.28%

租出资产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9.15 9.99 0.94% -8.41%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办公出租 319.42 344.28 32.90% -7.22%

小计 328.57 354.27 33.84% -7.25%

注：披露日期及索引：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2月24日、2019年3月28日及2019年6月18

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与健康元签订2017年-2019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91）、《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18）、《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海滨制药” ）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股东为健康元。 海滨制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2003号

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55174Y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粉

针剂（含青霉素类），片剂，硬胶囊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海滨制药总资产157,111.87万元，净资产87,271.65万元。 2018年1-12月，海

滨制药实现营业收入93,811.07万元，净利润14,151.32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海滨制药总资产153,952.28万元，净资产99,718.58万元。 2019年1-9月，海

滨制药实现营业收入91,886.29万元，净利润12,446.93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滨制药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规定，海滨制药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太太药业” ）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

为健康元。 太太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朗山路17号太太药业办公楼101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太

太药业大厦一到二楼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1217151R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口服液、片剂（激素类）、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吸入溶液）（含激素

类）、鼻喷剂（激素类）、中药提取车间｛粤20160146号｝的研发；保健食品的研发；消毒产品的批发。 ，许可经营项目

是：口服液、片剂（激素类）、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吸入溶液）（含激素类）、鼻喷剂（激素类）、中药提取车

间的生产、销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太太药业总资产53,570.55万元，净资产13,992.97万元。 2018年1-12月，太太

药业实现营业收入13,941.01万元，净利润1,893.50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太太药业总资产65,543.97万元，净资产22,472.07万元。 2019年1-9月，太太

药业实现营业收入9,686.12万元，净利润1,232.37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太药业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太太药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太太生物” ）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股东为健康元。 太太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朗山路17号健康元大厦一楼南侧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8146211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护肤品、化妆品、仪器仪表（不含医疗器械）、彩妆品、洗护品、日用香料、卫生洁

剂、其它日用品的批发与零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保健品的研发（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卫生用品及消毒用品的批发和零售。 ，许可经营项目是：食品、保健

食品、医疗器械的批发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太太生物总资产289.59万元，净资产258.28万元。 2018年1-12月，太太生物实

现营业收入166.11万元，净利润1.35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太太生物总资产280.20万元，净资产232.15万元。 2019年1-9月，太太生物实

现营业收入305.40万元，净利润-26.12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太生物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太太生物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健康元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的股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600380，其控股股

东为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健康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郎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1,938,033,338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74367T

公司经营范围：药品、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研发(不含国家保护资源的

中药材、中成药秘方产品的研发)、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

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发;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冻

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和销售。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健康元总资产2,498,575.65万元，净资产1,629,703.40万元。 2018年1-12月，

健康元实现营业收入1,120,396.40万元，净利润145,959.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69,941.09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健康元总资产2,379,584.61万元，净资产1,712,314.09万元。 2019年1-9月，

健康元实现营业收入929,078.05万元，净利润154,766.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77,869.11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健康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健康元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焦作健康元” ）系经焦作市商务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

为健康元。 焦作健康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河南省焦作市万方工业区

注册资本：50000.0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0775129520A

公司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

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焦作健康元总资产150,153.63万元，净资产110,893.31万元。 2018年1-12月，

焦作健康元实现营业收入126,982.62万元，净利润21,108.43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焦作健康元总资产171,384.29万元，净资产130,235.60� 万元。 2019年1-9

月，焦作健康元实现营业收入89,932.47万元，净利润19,342.29�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焦作健康元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规定，焦作健康元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健康特医” ）系经韶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为健康元。 健康特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内第S14栋

注册资本：2,000万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03MA544PRYXW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日

公司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食品；加工食品接触用包装材料及包装制

品；提供健康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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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健康特医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健康特医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方予健康” ）系经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管局核准成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健康元。 方予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899号1幢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俞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78133188Y

公司经营范围：医药新产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医药中间体的研发，及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方予健康总资产9,450.21万元，净资产5,272.45万元。 2018年1-12月，方予健

康实现营业收入5,019.55万元，净利润525.83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方予健康总资产11,529.29万元，净资产6,468.51�万元。 2019年1-9月，方予

健康实现营业收入3,764.91万元，净利润996.06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方予健康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规定，方予健康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8、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健康药业” ）系经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

东为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健康元全资子公司）。 健康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珠海市红旗镇虹晖一路8号423室

注册资本：7,317万香港元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74989103

公司经营范围：保健食品生产和销售（胶囊、片剂、颗粒剂、袋泡茶）；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胶囊剂、颗粒剂、中药饮

片（含净制、切制）；在国内自行采购生产自产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健康药业总资产12,893.53万元，净资产10,146.16万元。 2018年1-12月，健康

药业实现营业收入6,400.71万元，净利润-174.79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健康药业总资产12,437.19�万元，净资产9,942.27�万元。2019年1-9月，健康

药业实现营业收入3,368.03万元，净利润-203.88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健康药业与本公司同属健康元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健康药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9、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下称“蓝宝制药” ）系经广东省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中

外合资），控股股东为加拿大奥贝泰克发酵有限公司。 蓝宝制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广东省清远市人民一路

注册资本：753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0618064102K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原料药（普伐他汀钠）

（2）主要财务数据

蓝宝制药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194,902,091.37元，净资产172,581,719.72元，2019全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16,171,062.23元，净利润1,747,933.66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蓝宝制药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0、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圣美生物” ）系经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李琳。 圣美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地：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266号3栋3层

注册资本：15155.5554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MGCF4B

公司经营范围：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规定，经营范围由商事主体通过章程载明，不属商事主体登

记事项。如需了解经营范围，可通过登录珠海市商事主体登记许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看商事主体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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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

圣美生物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133,291,365.22元，净资产84,472,626.38元，2019全年实现业务收

入9,799,393.72元，净利润-59,125,618.04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圣美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1、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麦得发” ）系经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为珠海横琴宝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麦得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册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豆蔻路36号2栋103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吕金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1QBR6D

公司经营范围：聚羟基脂肪酸酯（PHA）及其上下游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食品饮品原材料的生产及销售；

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医疗器械、医药缓释剂新产品、医用卫生材料、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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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

麦得发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6,045,913.92元，净资产5,986,384.00元，2019全年实现业务收入54,

955.75元，净利润-1,013,616.00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麦得发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已于2019年10月15日与健康元签订了2020年-2022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

框架协议， 对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司拟发生的以采购商品为主的持续性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公司于

2020年3月25日与健康元签订了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 对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司2020年拟发生的提供劳务及接

受劳务的持续性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未来公司将继续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各关联方签订具

体的交易合同。

2、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的，价格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要的，具有合法性、公允性。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的，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

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2、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

因此对公司本报告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20年度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将

按照“自愿，公平，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价格将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是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交易

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2020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关联交易制度等规定。 我们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在履行完必要的审批

程序后，根据需要实施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20-015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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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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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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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3月14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

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20年3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3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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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3月30日上午09:15至2020年3月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常州生产基地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鹏先生；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2人，代表股份95,396,7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59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89,

5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07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1人，代表股份5,806,7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23％。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5,806,72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0.7523％。同意4,955,5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1946％；反对851,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89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45,5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1077％；

反对85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892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

数为5,806,720股，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955,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3411％；反对851,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5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及其

他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刚律师、徐紫辰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 月30日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大成（证）字[2020]第325-1号

致：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议事规

则》” ）的规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斯太尔” 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经办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就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视频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受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所指派的律师系通过视频方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声明：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斯太尔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

师得到斯太尔如下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其所

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等材料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材料、复印

件等与原始材料一致。

2、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以及提

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3、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0年3月13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0年3月1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20年3月14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 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日期更正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2020年3月30日下午14:30在公司常州生产基地会议室 （江苏省常

州市武进区武宜南路377号创新产业园2号楼）召开。 到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名，代表

股份89,5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073%。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郝

鹏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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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上午 9：15至2020年3月30日下

午15：00。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名，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共89,59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607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1人，代表股

份5,806,72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752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

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其会议实际审议事项与《股

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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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网络投票

平台。

本次现场会议投票表决后，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1、审议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545,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077%；

反对85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9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股份的0%。

该议案的表决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55,52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411%；反对851,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6589；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根据表决情况，上述议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公章）经办律师：

负责 人：彭雪峰

张刚

授权代表：

王 隽徐紫辰

2020年月日

证券代码：

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2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及控股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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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奇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奇信智能” ）分别于近日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GR201944200796 GR201944201717

发证时间 2019年12月9日

有效期 三年

颁发机构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及控股子公司奇信智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三年内 （即2019年

-2021年），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并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奇信智能将按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本次认定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期满后所进行的重新认定，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业积极的

推动作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奇信智能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是对奇信智能技术能力、研发水平和自主

创新能力的认可和肯定，有助于奇信智能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深圳市奇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证券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20-1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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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3月30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

东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鹰溪谷” )的函告，获悉鹰溪谷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鹰溪谷 是 5,000,000 3.37% 0.75%

2016-10-

27

2020-03-2

7

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鹰溪谷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峰幽投

资” ）、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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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鹰溪谷

148,360,

844

22.17%

105,779,

998

71.30%

15.81

%

0 0 0 0

峰幽投资 8,253,783 1.23% 0 0 0 0 0 0 0

博升优势 1,498,595 0.22% 0 0 0 0 0 0 0

合计

158,113,

222

23.62%

105,779,

998

66.90%

15.81

%

-- -- -- --

三、 备查文件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

2020-027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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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和长期战略发展需要，同时为

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公司于近日变更了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

方式，现将变更后的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栋梁路1688号

邮政编码：313008

投资者联系电话：0572-3158810、2699791

传真号码：0572-2780399

变更后：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28号

邮政编码：317500

投资者联系电话：0576-86183899、86183925

传真号码：0576-86183897

公司注册地址、网址、电子邮箱未发生变更。 以上变更信息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