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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公司代码：

600618 900908

公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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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伟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居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师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069,963,116.23 5,734,041,481.67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39,023,969.57 4,654,359,938.58 1.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27,292.61 -87,192,207.3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49,265,438.78 1,449,390,922.10 -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151,109.17 226,207,990.47 -6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88,823,497.39 227,968,576.42 -6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00 5.5534 减少3.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2 0.1956 -6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62 0.1956 -61.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7,874.1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100.8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80,600.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15,237.61

合计 -672,388.2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4,8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38,805,647 46.59 0 无 0 国有法人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

INDEX�FUND

7,859,532 0.68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38,100 0.64 0 无 0 国有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6,480,477 0.56 0 无 0 境外法人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ETF

4,950,527 0.43 0 无 0 境外法人

孙月龙 3,700,557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缪国庆 3,100,0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建伟 2,787,506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2,605,981 0.23 0 无 0 国有法人

曹蒙梅 2,185,343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38,805,647 人民币普通股 538,805,647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7,859,532 境内上市外资股 7,859,5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38,100 人民币普通股 7,438,10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6,480,477 境内上市外资股 6,480,477

ISHARES�CORE���MSCI�EMERGING�MARKETS�ETF 4,950,527 境内上市外资股 4,950,527

孙月龙 3,700,557 人民币普通股 3,700,557

缪国庆 3,1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3,100,000

方建伟 2,787,506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87,506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2,605,981 人民币普通股 2,605,981

曹蒙梅 2,185,34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85,3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票于2009年1月12日起全流通，已无限售条件股东。公司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 说明

货币资金 2,199,470,122.54 1,902,458,300.91 15.61

主要系经营积累及收到现金股利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273,847,160.80 192,897,081.48 41.97

主要系采用赊销结算的业务增加所

致

应收款项融资 196,963,246.27 152,219,575.79 29.39

主要系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的

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16,811.03 165,834,727.63 -99.15 主要系收到现金股利所致

存货 280,534,362.45 185,248,512.73 51.44

主要系原材料乙烯及产品EDC库存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199,811.21 3,733,869.25 253.52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增加

短期借款 12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流动资金贷款较年初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39,2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票据到期解付所致

应付账款 467,939,422.50 358,592,653.12 30.49 主要系应付采购款较年初增加

预收款项 150,811,255.24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影响

所致。

合同负债 130,470,252.15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影响

所致。

应交税费 19,840,002.41 78,765,077.06 -74.81 主要系支付增值税、所得税所致

2、利润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1,149,265,438.78 1,449,390,922.10 -20.7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 主要产品的售价及销量较上年同

期下降

营业成本 1,000,908,587.75 1,139,343,680.03 -12.15 主要系乙烯原料价格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2,543,905.10 5,221,285.49 -51.28 主要系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2,704,643.80 33,602,941.05 -32.43 主要系储运费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 13,999,534.22 17,092,163.38 -18.09 主要系折旧及摊销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0,705,453.13 31,718,955.89 -34.72

主要系重要研发项目尚处于前期研发阶段， 发生费用

较少

财务费用 -2,650,470.23 6,852,994.24 -138.68 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17,874.18 100,364.92 615.26 主要系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10,029,012.15 43,364,153.52 -76.87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857,565.08 32,620,297.43 -57.52 主要系利润下降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减少

营业利润 101,800,671.34 259,023,420.46 -60.70

主要系受行业市场下滑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主导产品

氯产品、烧碱售价下跌、销量下降导致本期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利润总额 101,875,772.23 258,823,420.46 -60.64

净利润 88,018,207.15 226,203,123.03 -61.09

3、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差异额 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81,227,292.61 -87,192,207.39 5,964,914.78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现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20,982,691.48 -54,350,523.75 175,333,215.2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红利较上年

增加及股权投资支出较上年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57,114,827.45 165,872,937.50 91,241,889.95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收到

投资款导致现金流入增加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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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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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伟民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18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编号：临

2020-019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九届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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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九届三十四次

会议。 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董事长顾立立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

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议案，决议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

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18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编号：临

2020-020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九届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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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三次

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监事会主席李宁女士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议案，决议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18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编号：临

2020-021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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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

公司的资产总额、负责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

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

行变更。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

入》（财会[2017]22�号），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

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

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

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自2020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

计报表披露。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

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和文件要求，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1.《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18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编号：临

2020-022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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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要求，现将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

计）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售及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万吨、万元

主要产品 2020年1-3月产量 2020年1-3月销量 营业收入

聚氯乙烯 0.714 0.379 2,661.96

烧碱 18.551 16.754 31,931.34

氯产品 36.891 30.961 45,002.10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元/吨

主要产品 2020年1-3月 平均售价 2019年1-3月 平均售价 变动比率

聚氯乙烯 7,023.63 7,042.05 -0.26

烧碱 1,905.89 2,147.75 -11.26

氯产品 1,453.51 1,757.29 -17.29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不含税）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2020年1-3月 平均进价 2019年1-3月 平均进价 变动比率

盐 310.13 254.09 22.06

乙烯 5,837.69 7,005.13 -16.67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并未对公司未来

经营情况作出任何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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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暨现金分红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0年5月8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方式：网络平台互动方式

●会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http://sns.sseinfo.com） 的“上证

e�访谈”栏目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20�年 4�月16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0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披露了《氯碱化工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0-015）。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现金分红的具体情况，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

知》 等相关规定， 公司将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暨现金分红说明

会，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届时公司有关人员将针对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沟

通交流，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形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形式：网络平台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顾立立先生、总经理张伟民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居培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注册并登陆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形式参加本

次说明会,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交流。

2、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丽华

电话：021-23536618

传真：021-23536618

邮箱：chenlihua@scacc.com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3520

公司简称：司太立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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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胡锦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海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568,045,218.18 3,484,838,203.28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42,726,571.20 995,797,453.67 4.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614,698.10 15,004,829.77 -29.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91,493,720.91 294,276,188.44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655,031.43 40,825,162.84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59,274.83 42,181,749.91 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4.87 减少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4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4 12.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0,180.8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44,793.5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8,191.5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795.46

所得税影响额 -290,869.04

合计 1,195,756.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35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胡锦生 35,910,000 21.39 0 质押 33,500,000 境内自然人

胡健 31,500,000 18.76 0 质押 31,500,000 境内自然人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6,715,972 4.00 0 质押 4,200,000 境外法人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3.7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睿

亿投资攀山七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58,200 2.42 0 未知 / 其他

胡爱敏 3,780,000 2.25 0 质押 3,78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

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34,638 2.16 0 未知 / 其他

LIEW�YEW�THOONG 3,570,000 2.13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创

新医药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3,035 1.29 0 未知 /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124,209 1.27 0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胡锦生 35,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10,000

胡健 3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00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6,715,972 人民币普通股 6,715,972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睿亿投资攀山七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58,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8,200

胡爱敏 3,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634,638 人民币普通股 3,634,638

LIEW�YEW�THOONG 3,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73,035 人民币普通股 2,173,03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124,209 人民币普通股 2,124,2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胡健系胡锦生之子，胡爱敏系胡锦生之妹；

2、胡健持有台州聚合29.44%的股份；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70,468,029.22 107,217,895.11 58.99 主要系本期票据贴现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6,322,348.56 8,165,886.56 99.88 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921,209.44 2,913,444.79 103.24 主要系本期应收暂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98,291.50 2,649,189.75 469.92 主要系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238,344.34 550,358.96 306.71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358,350.37 26,444,290.29 -38.14 主要系本期发放年终奖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89,713.32 -1,963,799.42 64.88

主要系本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增加所致

报告期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903,013.05 3,484,876.22 -45.39 主要系本报告期佣金费用下降所致

其他收益 2,544,793.55 1,593,460.87 59.7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49,362.97 1,013,079.34 -65.51

主要系本报告期对仙居聚合金融投资收益减

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09,537.81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坏账损失计入本科目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34,305.58 2,797,221.83 -101.23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坏账损失计入信用减值

损失，以及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4,915.89 45,006.67 1,021.87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债权人免除债务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93,288.34 698,502.32 113.78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615,316.25 1,897,387.71 90.5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非全资子公司江西司太立

和孙公司上海键合同比累计净利润增加，使少

数股东损益增加所致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614,698.10 15,004,829.77 -29.26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货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431,942.54 -6,853,226.37 -446.19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

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267,225.48 64,958,559.90 -30.31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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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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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锦生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

2020-038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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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并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胡锦生先生、孙志方先生、杨红帆女士、沈文文先生及谢欣女士

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锦生先生召集并主持。

（四）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 公司将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

2020-039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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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并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公司已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监事唐蒙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灵巧先生召集并主持。

（五）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

2020-040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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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将本

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5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

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2.15元，共计募集资金36,450.00万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2,187.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34,263.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3日

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

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321.90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2,941.1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9号）。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仙居支行 1207052129201083333 16,470.55 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仙居支行 364970552421 6,720.55 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流动资金专户 354570247075 11,071.90 0.00 已销户

合 计 34,263.00[注] 0.00

[注]：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321.90万元。 减除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

部费用1,321.9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941.10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应当集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共设有两个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国银行仙居支行账户（账号：364970552421）和工商银行仙居支行账户（账号：

1207052129201083333）。 2017年12月公司为购买理财产品，分别从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4,500万元，从中国银行募集

资金账户转出4,000万元，合计8,500万元划转至浙商银行仙居支行理财账户（账号为3450020510121800003451）准备购买理

财产品。 因经办人员未能及时购买相应理财产品， 致使上述募集资金滞留于浙商银行仙居支行理财账户 （账号为

3450020510121800003451）。

2018年1月24日，经办人员通知浙商银行将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8,000万元转回公司在工商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其中转入工商银行账户4,000万元，转入中国银行账户4,000万元）并购买相关保本理财产品。 2018年2月27日，经办

人员将剩余滞留于浙商银行理财专户内的500万元募集资金转入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2018年3月15日，公司将本次存款利

息收入结清并汇入募集资金账户，同时注销浙商银行理财专户。

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违规问题的议

案》，经公司自查认定：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违反正常的决策程序、未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未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等违规事实。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468.85万元系历年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和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所致。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尚在验收阶段暂未实现收益。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计算效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20%（含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尚在验收阶段暂未实现收益， 不存在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20%（含

20%）以上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说明和进度

1、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根据造影剂原料药最新技术工艺和最新自动化及智能化的设备创新，为了继续

保持公司造影剂系列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独特制造优势，研发部门需要作充分论证调整，适当推迟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进

度，以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故将该募投项目完工日期从2017年12月调整至2018年12月。

2、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为了符合各国最新药品法规和指南的要求，公司需要对募投项目的相应工艺进

行调整和优化，并使用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包括配置自动控制装置、安装废气后处理系统等。 为充分保证公司及公司股东的

利益，故将部分募投项目完工日期从2018年12月调整至2019年6月。

3、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年产 2035�吨 X�射线造影剂原料药技改

及扩产项目（二期）” 募投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已完成，辅助配套、装修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系统流程建设、

管理部门验收等工作按计划尚需 3-6�个月，故将部分募投项目完工日期从2019年6月调整至2019年12月。

4、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投项目已完工，其中设备尚在试生产过程中。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的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 3�月 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内，购买理财产品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18�年 3�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半年。 在上述额度内，

购买理财产品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名称

购 买 金 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到期收回情况（万元）

本金 收益(含税)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全球智选

CNYQQZX2016409

1,500.00 保证收益型

2016.10.25-2

017.01.25

2.80 1,500.00 12.85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全球智选

CNYQQZX2016410

1,500.00 保证收益型

2016.10.25-2

017.01.25

2.80 1,500.00 8.32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1,000.00 保证收益型

2016.11.08-2

017.02.07

2.50 1,000.00 6.17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1,00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1.13-2

017.02.17

2.90 1,000.00 2.78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全球智选理财

产品

CNYQQZX2017353

2,00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5.02-2

017.07.27

3.60 2,000.00 14.14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全球智选理财

产品

CNYQQZX2017354

2,00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5.02-2

017.07.27

3.60 2,000.00 19.79

中行仙居支

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4,00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8.04-2

017.11.03

3.50 4,000.00 34.90

工行仙居支

行

保本型法人182�天稳

利

3,000.00 浮动收益型

2016.10.21-2

017.04.20

2.65 3,000.00 39.64

工行仙居支

行

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

利

3,000.00 浮动收益型

2017.04.28-2

017.07.27

3.10 3,000.00 23.19

工行仙居支

行

保本“随心 E”二号法

人拓户

3,000.00 浮动收益型

2017.08.04-2

017.11.03

3.50 3,000.00 27.04

工行仙居

支行

保本“随心 E”二号

法人拓户

3,000.00 浮动收益型

2018.01.31-2

018.05.03

3.50 3,000.00 26.47

中行仙居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

币按期开放

CNYAQKFTP0

3,000.00 保证收益型

2018.01.31-2

018.08.01

3.60 3,000.00 53.85

合计 28,000.00 28,000.00 269.14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前次募集资金无结余。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2,941.1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3,409.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3,409.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6年：22,775.34

2017年：1,309.69

2018年：9,324.9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或截

止日项目

完 工 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年产2035吨X

射线造影剂原

料药技改及扩

产项目 （二

期）

年产2035吨X

射线造影剂原

料药技改及扩

产项目 （二

期）

23,191.10 23,191.10

23,

659.95

23,191.10 23,191.10

23,

659.95

468.85[注]

项目已完

工， 设备

处于试生

产中。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9,750.00 9,750.00 9,750.00 9,750.00 9,750.00 9,750.00 —

合 计

32,

941.10

32,941.10

33,

409.95

32,941.10 32,941.10

33,

409.95

468.85

[注]：差异金额系历年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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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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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5月15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9号行政楼六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15日

至2020年5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

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520 司太立 2020/5/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法

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登记时间：2020年5月12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5:00-17:00。

（三）登记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9号公司证券部。

（四）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人：吴超群、谢丹丹

联系电话：0576-87718605

传真：0576-87718686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