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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31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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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召集并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0年6月24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的《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公司索元生物医药 （杭州） 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20-032)。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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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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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

参股公司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

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增资概述

1、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元生物” ）系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公司持

有其14.8010%的股权。 公司于2020年4月收到索元生物关于拟增资事项的通知，并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

审议放弃索元生物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5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7）。

近日，公司收到索元生物通知，根据增资事项进展，增资方案拟进行调整：拟增资金额由50,000万元人民币调整为59,000万元人民

币，增资对象由11家调整为17家。调整后的拟增资方案为：索元生物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6,688.7418万元人民币增加到8,844.4252万元人

民币，增资价格为27.3695元/股。 本次增资由索元生物原股东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同时吸纳新投资方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共17家企业参与，参与增资的所有认购方以现金出资合计59,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索元生物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索元生物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14.8010%�降至11.1935%。

2、本次放弃索元生物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本次放弃索元生物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本次放弃索元生物增资优先认购权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

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本次放弃索元生物增资优先认购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注册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6号大街452号2幢A1409-A1410号房

4、法定代表人：Wen� Luo

5、注册资本：6688.7418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2年02月21日

7、营业期限：2012年02月21日至2062年02月20日

8、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及医药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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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Denovo�Biomarkers,Inc（美国） 34.5356 2310.00

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8010 990.00

3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12.3342 825.00

4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89 241.39

5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972 267.36

6 广州越秀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557 137.50

7 广州越秀汇思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682 51.3816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友稳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642 398.9309

9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01 189.9671

10 深圳仙瞳生物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34 126.6447

11 闻方科技咨询服务（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91 84.2188

12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868 253.2895

13 浙江乾瞻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01 189.9671

14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820 306.4803

15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7335 316.6118

合计 100.00 6,688.7418

10、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0 10.34

营业利润 -3,304.27 -12,322.40

净利润 -3,304.27 -12,322.40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549.36 11,023.24

负债总额 3,730.50 33,522.57

净资产 3,818.86 -22,499.33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有关情况

（一）参与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1、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N835H2Q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A1北座3楼G35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仙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何南星）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8日

合伙期限：2016年12月28日至2046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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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资本：壹佰肆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01日

营业期限：2012年04月01日至

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

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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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39F5R80

类型：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701-1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梁荧）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合伙期限：2019年10月10日至9999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运用本基金资产对未上市企业或股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

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

本公司与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4、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MA3RP16A6A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100号A座2403-8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久友同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何煦）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02日

合伙期限：2020年04月02日至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非证券、期货类业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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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5、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067J6F

类型：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天一路软件产业基地4栋A座7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白文涛）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1日

合伙期限：2018年02月01日至2025年01月31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

本公司与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6、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PEGYR2N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一路1号创新园B座4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兵）

成立日期：2019年03月28日

合伙期限：2019年03月28日至2029年03月27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创业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股

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须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代客理财、吸收存款、融资担保等金融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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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7、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698740D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国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施安平）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 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展开相关

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8、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6025J00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创新园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久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何煦）

成立日期：2017年5月22日

合伙期限：2017年5月22日至 2027年5月21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

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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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9、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URF4BXP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团结路99号孵鹰大厦58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厚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建新）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1日

合伙期限：2017年12月21日至2026年12月20日

经营范围：医疗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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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N2264L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楼D座二层202-6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盈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韩国贺）

成立日期：2015年09月18日

合伙期限：2015年09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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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平潭综合实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3F7E48L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2983（集群注册）

执行事务合伙人：薛俊鹏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09日

合伙期限：2019年12月09日至2029年12月08日

经营范围：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上均不含金

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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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平潭综合实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2、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GW05H0A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88、76号B幢1层90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投瀚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王强）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0日

合伙期限：2019年11月20日至 2029年11月19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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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3、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MA3QR13G60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世纪路218号医药创新中心B座2206

执行事务合伙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林幸娜）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17日

合伙期限：2019年10月17日至 长期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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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4、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MA3QR13U0Q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世纪路218号医药创新中心B座2206

执行事务合伙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林幸娜）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17日

合伙期限：2019年10月17日至 长期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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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5、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21B12A9D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城4幢30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倩）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23日

合伙期限：2020年04月23日至 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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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6、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8WT7E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8号A栋652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丰硕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林国春）

成立日期：2019年05月27日

合伙期限2019年05月27日至 2026年05月26日

经营范围：资本市场服务（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网址：http://cri.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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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17、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40WQE3U

类型：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808-1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金梁启德（厦门）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梁荧）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8日

合伙期限：自2020年06月08日至 2027年06月07日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公司与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索元生物本次增资，拟将注册资本由目前的6,688.7418万元增加到8,844.4252万元。 索元生物原股东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本次增资，本公司及索元生物其他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同时吸收外部16名投资方以现金方式对

索元生物进行增资。 17名参与增资方具体认缴情况如下：

序号 参与增资方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万元）

1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 292.2961 7,707.7039

2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82.6850 4,817.3150

3 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00 284.9887 7,515.0113

4

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00 73.0740 1,926.9260

5

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 219.2221 5,780.7779

6 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36.5370 963.4630

7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182.6850 4,817.3150

8 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65.7666 1,734.2334

9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50 42.0176 1,107.9824

10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5,000 182.6850 4,817.3150

11 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 73.0740 1,926.9260

12

平潭综合试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50 67.5935 1,782.4065

13 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 51.1518 1,348.8482

14 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109.6110 2,890.3890

15

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 182.6850 4,817.3150

16 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36.5370 963.4630

17

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0 73.0740 1,926.9260

合计 59,000 2,155.6834 56,844.3166

以上合计投资59,000.00万元，其中2,155.6834万元计入索元生物注册资本，56,844.3166万元计入索元生物资本公积。

（三）本次增资完成后索元生物的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出资额（万元）

1 Denovo�Biomarkers�Inc. 26.1182 2,310.0000

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1935 990.0000

3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9.3279 825.0000

4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293 241.3900

5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29 267.3600

6 广州越秀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47 137.5000

7 广州越秀汇思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81 51.3816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友稳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105 398.9309

9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30 231.9847

10 深圳仙瞳生物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19 126.6447

11 闻方科技咨询服务（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9522 84.2188

12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38 253.2895

13 浙江乾瞻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79 189.9671

14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52 306.4803

15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798 316.6118

16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49 292.2961

17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0655 182.6850

18 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222 284.9887

19 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20 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87 219.2221

21 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31 36.5370

22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3 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36 65.7666

2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5 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26 平潭综合试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643 67.5935

27 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84 51.1518

28 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93 109.6110

29 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30 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31 36.5370

31 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合计 100.00 8,844.4252

（四）本次增资定价原则

根据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2019年12月3日出具的《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拟了解其股权价值所涉及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0176号），以2019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

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根据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索元生物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5,196.30万元， 评估价值

37,054.44万元，增值额1,858.14万元，增值率5.2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9,709.90万元，评估价值为29,709.90万元，无评估增减值；所有

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5,486.41万元，评估价值7,344.55万元，增值额1,858.14万元，增值率33.87%。 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增

资价格由索元生物及各增资方协商后确定为27.3695元/股。

四、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本次索元生物的增资优先认购权，一是基于公司长期聚焦于甾体激素领域和四大治疗领域，与索元生物目前的

研发产品线侧重点不同。 二是鉴于索元生物所投资的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存在研发的不确定性。 三是本次索元生物的增资价格

相对于评估价格有较大幅度的溢价。 综合考虑公司长期发展定位，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要求。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持有索元生物14.8010%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索元生物的持股比例降至11.1935%，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拟了解其股权价值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0176号）。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

2020-019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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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0年6月17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白忠泉先生主持。 经过有效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西电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2020-02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副总经理丁小林及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田喜民2019年1-6月年度薪酬标准，副总经理杨宝林2019

年年度薪酬标准，副总经理朱安珂、谢庆峰2019年7-12月年度薪酬标准，确定为59.11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

2020-020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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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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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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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路46号志诚丽柏酒店20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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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至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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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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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获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事项参见2020年6月19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公告。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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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179 中国西电 20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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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出席登记。 委

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

续。

2.�登记时间：2020年7月10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30。

3.�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田喜民 孙得玉

联系电话：029-88832083

传 真：029-88832084

电子邮箱：dsh@xd.com.cn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唐兴路7号

邮政编码：710075

2.�会期及费用：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按时参加，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中国西电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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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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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0700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2

债券代码：

127004

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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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钱志芬女士

的书面辞职申请，钱志芬女士因即将退休，向监事会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钱志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设监

事4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因此公司需补选一名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上午在公司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应出席职工代

表37人，实到职工代表37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经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认真审议，补选汪忠伟先生出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相关人员

简历见附件），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任期自职

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选举汪忠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赞成3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6月24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汪忠伟：男，1973年7月出生，1992年进入本公司，现任模塑科技设备管理部经理；

截至目前，汪忠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汪忠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股票代码：

000700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3

债券代码：

127004

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20年4月27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2020-028】，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现对本次股东大会再次通知并就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9：30－11：30，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3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6月2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9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与部分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过预计额度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津贴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1、第（6）、（7）项由于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关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因此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与会股东听取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暨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以上议案分别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

请查阅2020年4月27日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与部分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过预计额度

的议案

√

8.00 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津贴的议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00至下午5：00

2、登记方法：

①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②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

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③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二。

④股东可以通过书面信函、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秘办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编：214423

传真号码：0510-86242818

4、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5、会议联系方式：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10－86242802

联系传真：0510－86242818

联系人：单琛雁女士、王晖先生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0；投票简称：“模塑投票” 。

2.本公司无优先股，故不设置优先股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本次股东大会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总议案为100.00；1.00代表议案 1，2.00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

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

大会，并按照本单位/个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与部分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金额超过预计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津贴的议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议

案

√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20-40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市高德嘉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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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5月26日召开八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市高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投资

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天津市高德嘉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嘉泰” ），作为其直营店，分

解销售压力，扩大基盘客户。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34号）。

高德嘉泰已于2020年6月22日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MA072HCM7L

2、名称：天津市高德嘉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大寺高新技术产业园B区12号-A

5、法定代表人：杨扬

6、成立日期：2020年6月22日

7、营业期限：2020年6月22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

车经销；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鉴定评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轮胎销售；个人商务

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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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兼业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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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29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母公司火灾事故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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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9日，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母公司2号楼三楼电镀车间发生

火灾事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

母公司电镀车间发生火灾事故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9）及《关于母公司火灾事故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15）。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与公司签署的《保险赔偿责任终结

协议》，公司与保险公司就本次火灾事故的最终赔付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本次事故定损金额为12,670,

930.01元，赔付金额为9,266,561.09元。 赔付款项已于近日全额到账。 本次事故理赔金额将计入公司当

期收益（营业外收入科目），预计将增加当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876,576.93元。

前期经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次事故造成的资产损失共计18,517,510.59元，已计入2019年度

营业外支出11,747,561.93元，计入2019年度资产减值损失6,769,948.65元，减少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5,739,884.00元。 保险公司确定的定损金额与公司原预计资产损失存在一定差

异，最终以公司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扣除保险理赔款及考虑所得税费用后，本次火灾事故实际造

成的净损失约为7,863,307.07元。

公司本次火灾事故认定和保险理赔工作已结案，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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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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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志荣先生共持有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

股股票11,867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5.19%，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胡志荣先生累计质押

公司股票1,70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14.3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4%。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胡志荣

本次解质股份（万股） 1,23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5%

解质时间 2020年6月23日

持股数量（万股） 11,867

持股比例 35.1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万股） 1,7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3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4%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志荣先生上述股份解除质押为提前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 上述解除

质押的股份暂不用于后续质押，如后续发生质押业务，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胡志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志微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质

前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本次解质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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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胡

志

荣

11,867 35.19% 2,930 1,700 14.33% 5.04% 0 0 0 0

胡

志

微

1,086 3.22% 765 765 70.44% 2.27% 0 0 0 0

合

计

12,953 38.41% 3,695 2,465 19.03% 7.31%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志荣先生具备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

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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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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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二级全资子公司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义乌世茂” ）于近期收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7民初100号之

一、二）。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8）。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义乌世茂一般结算账户资金被冻结系杭州宝能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与义乌世茂的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杭州宝能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二、进展情况

杭州宝能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以双方已达成和解为由，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法院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杭州宝能净化工程有限公司撤诉。

杭州宝能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申请人义乌世茂存款609,

327.3元的冻结或对其相应财产的查封、扣押。 法院裁定如下：解除对义乌世茂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青口支行 33050167625700000142-0001_1、中国银行义乌市分行营业部 358458353877、

交通银行义乌分行营业部 299000605018010234961账户的冻结。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7个，累计被冻结金额为5,477,441.47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004%。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此次原告杭州宝能净化工程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对公司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