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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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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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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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肖清持有公司股份166,8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03%。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董事肖清持有公司股票140,8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31%。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原因，董事肖清拟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

减持）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6,000股，即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7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07月06日， 肖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6,000�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72%，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肖清

董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

人员

166,820 0.1103% IPO

前取得

：

166,82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肖清

26,000 0.0172%

2020/7/6 ～

2020/12/31

集 中 竞

价交易

40.63 －

40.63

1,056,380

已完成

140,820 0.093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7/8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0-078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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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

：

123,527

万元

-138,060

万元 盈利

：

72,662.91

万元

（

或

）

比上年同期增长

：

70% - 9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6.1-6.82

元 盈利

：

4.27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主要原因：

1、控股骨干医药企业收入增长。

2、 公司2019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9年11月完成了对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9.5%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因此公司自2019年11月起按持股比例99.5%合并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财务报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0年半年度实际经营业绩

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0-079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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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于2020年7月1日以电话及微信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董事会于2020年7月7日13：00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马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认购美国特拉华州Brillian� Pharma� Inc.优先股股权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投资系认购美国特拉华州Brillian� Pharma� Inc.（以下简称“美国Brillian公司” ）优先股股

权。 美国Brillian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为止有效存续。 美国Brillian

公司主要进行高端仿制药与儿童505b2改良药研发，制剂及缓控释技术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其自主

开发的儿童505b2药物平台针对当下儿童用药的缺点，开发出具有诸多优势的液体口服药物，可以大

幅提高儿童患者的依从性。美国Brillian公司可发行股份数量合计51,852,907股，其中27,276,000股

已发行流通。

本次投资系由公司认购其增发的21,849,907股A轮优先股，占美国Brillian公司本次增资后股权

比例的42.14%。 本次投资，不仅可以借助其儿童药平台快速打开国内外市场，还可以提高公司现有儿

童药产品的研发能力，丰富妇幼用药领域产品管线。 该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布局，有利于创造新的

利润空间。

公司董事会同意就儿童药平台项目认购美国Brillian公司优先股股权事宜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

办理后续《A轮优先股认购协议》等协议的签署事项。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儿童药平台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0-080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儿童药平台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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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2020年7月7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新” ）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就儿童药平台项目认购美国特拉华州Brillian� Pharma� Inc.（以下

简称“美国Brillian公司” ）优先股股权事宜，并授权长春高新经营班子办理后续《A轮优先股认购协

议》等协议的签署事项。

2、本次交易不需经过长春高新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投资系认购美国Brillian�公司优先股股权。 美国Brillian�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美国特

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为止有效存续。 注册地址为：251� Little� Falls� Drive,�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 19808,� USA。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认购前，美国Brillian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股权比例

（

%

）

已发行股份

北京世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796,000 29.32

王诺

5,640,000 18.80

云穗生

5,592,000 18.64

林韶辉

4,842,000 16.14

周凡

2,262,000 7.54

Jun Li 90,000 0.30

Hua He 54,000 0.18

预留股份 股权激励计划

2,727,000 9.09

可发行股份数量合计

30,003,000 100

上述美国Brillian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与长春高新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2、投资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至2020年4月30日，美国Brillian公司资产总计5,396.66万元人民币，2020年1-4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为35.3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9.3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投资具体内容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第01-038号评估报告，美国

Brillian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4,482.87万美元。 本次投资是以上述评估值为依据，经双方协

商确定长春高新以2,830万美元认购美国Brillian公司21,849,907股A轮优先股。

本次认购后，美国Brillian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股权比例

（

%

）

已发行股份

长春高新

21,849,907 42.1382

北京世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796,000 16.9634

王诺

5,640,000 10.8769

云穗生

5,592,000 10.7844

林韶辉

4,842,000 9.3380

周凡

2,262,000 4.3623

Jun Li 90,000 0.1736

Hua He 54,000 0.1041

预留股份 股权激励计划

2,727,000 5.2591

可发行股份数量合计

51,852,907 100

自长春高新支付认购款并获得美国Brillian公司相关股权后， 美国Brillian公司将纳入长春高新

财务合并报表范围。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美国Brillian公司

乙方：长春高新

1、投资事项

美国Brillian公司可发行股份数量合计51,852,907股，其中27,276,000股已发行流通。本次投资

系由长春高新认购其增发的21,849,907股A轮优先股， 占美国Brillian公司本次增资后股权比例的

42.14%。

2、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协议签订且生效后，乙方以美元转账方式，按照收购价格，将款项一次性转账至甲方指

定银行账户。

3、管理与控制

（1）董事会：美国Brillian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甲方指派2名董事，乙方指派3名董事。

（2）董事的权力：美国Brillian公司董事会负责公司日常经营事务；促使美国Brillian公司保存特

拉华州法律要求的账簿、记录和其他文件等。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美国Brillia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首席技术官由甲方任命；首席财务官

由乙方任命。

4、违约条款：甲方或其现有股东违反协议下陈述与保证时、或发生欺诈、故意虚假陈述或故意违

约时，违约方应赔偿乙方。

5、生效方式与生效时间

董事会决议后，双方签订合约，并即时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的目的是丰富长春高新现有产品管线，创造新的利润空间。 儿童用药是世界性难题，其

最大困难在于缺少针对儿童的药物品种、剂型，以及关于剂量、规格、用法的临床数据。 由于投入产出

不成比例， 儿童用药是医药企业不愿触碰的领域。 美国Brillian� 公司主要进行高端仿制药与儿童

505b2改良药研发，制剂及缓控释技术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其自主开发的儿童505b2药物平台针对

当下儿童用药的缺点，开发出具有诸多优势的液体口服药物，可以大幅提高儿童患者的依从性。 本次

投资，不仅可以借助其儿童药平台快速打开国内外市场，还可以提高长春高新现有儿童药产品的研发

能力，丰富妇幼用药领域产品管线。 该项目符合长春高新发展战略布局，有利于创造新的利润空间。

2、存在的风险

本项目的风险包括商业、审批、技术转移风险。由于儿童药研发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本身蕴含一定

商业风险；美国Brillian公司的儿童药平台使用独创理念，开发全新的儿童药剂型，因此存在审批时间

比已有药物剂型审批时间长的风险；同时，未来Brillian产品的生产将由国内生产基地承担，因此需要

将专有技术转移至国内，存有一定技术转移风险。

六、其他

本次对外投资公告首次披露后，长春高新会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其他进展情况。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并讨论后，我们就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就儿童药平台项目认购美国特拉华州Brillian� Pharma� Inc.优先股股权，不仅可以借助其儿

童药平台快速打开国内外市场，还可以提高公司现有儿童药产品的研发能力，丰富妇幼用药领域产品

管线。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布局，有利于创造新的利润空间，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投资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且不可控的交易风险，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对外投资事项。

独立董事：

程松彬毛志宏 张 辉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603985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7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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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承立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3,38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00%；本次解除质押6,752,200股后，承立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46,746,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3.70%。

公司于2020年7月7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承立新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承立新先生

已提前将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的股份全部解除质押，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18年1月12日， 承立新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650,000股质押给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质押期限为2018年1月12日至2021年1月9日 （详见公司公告：

2018-002）。

后续由于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均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

上述质押股份增加至6,752,200股。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承立新

本次解质股份

6,752,2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31%

解质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

持股数量

73,382,400

持股比例

36.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6,746,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93%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计划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0年7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承立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73,38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6.0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承立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6,746,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为63.7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2.93%。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20-049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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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六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

SUV

）

9422 8401 12.15 32710 49189 -33.50

多功能乘用车

（

MPV

）

2380 2181 9.12 15362 19649 -21.82

基本型乘用车

（

轿车

）

1733 5456 -68.24 19806 27117 -26.96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19243 8945 115.13 101076 101757 -0.67

中型货车

807 787 2.54 7262 9137 -20.52

重型货车

4635 3535 31.12 26820 21669 23.77

客车非完整车辆

297 428 -30.61 2046 2893 -29.28

多功能商用车

499 486 2.67 3253 3058 6.38

大型客车

57 99 -42.42 595 1230 -51.63

中型客车

148 193 -23.32 822 1057 -22.23

轻型客车

101 156 -35.26 683 986 -30.73

合计

39322 30667 28.22 210435 237755 -11.49

其中

：

纯电动乘用车

4525 8383 -46.02 17621 39046 -54.87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

SUV

）

7434 9740 -23.68 30549 48659 -37.22

多功能乘用车

（

MPV

）

2769 2521 9.84 15547 20704 -24.91

基本型乘用车

（

轿车

）

2967 4971 -40.31 20696 25802 -19.79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1220 9124 132.57 102494 103820 -1.28

中型货车

1408 655 114.96 5701 5133 11.07

重型货车

4157 3417 21.66 27114 21831 24.20

客车非完整车辆

300 450 -33.33 2057 3008 -31.62

多功能商用车

685 558 22.76 3170 3189 -0.60

大型客车

130 78 66.67 547 1229 -55.49

中型客车

158 124 27.42 850 844 0.71

轻型客车

172 118 45.76 645 936 -31.09

合计

41400 31756 30.37 209370 235155 -10.97

其中

：

纯电动乘用车

4394 9842 -55.35 17104 39065 -56.22

出口

1344 3863 -65.21 15118 25035 -39.61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300693

证券简称：盛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1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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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827.48%-940.58%

盈利

：

442.06

万元

盈利

：

4100

万元

-46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一面紧抓防疫工作，一面克服困难继续围绕公司2020

年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继续强化管理，全员效能明显提升。 各事业部销售收入增长势

头良好，其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事业部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公司销售收入同比显著增长，整体规模

效应初显，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持续增长。

公司2020年1-6月，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为1209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0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20-051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订货会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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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于近期举行了2020年夏季经销商

网上订货会，截止到7月7日，公司共收到订单货款21,300万元，较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实现历史性

突破。 现将本次订货会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订货会基本情况

因考虑疫情因素的影响，公司本次订货会采用线上模式进行，截止2020年7月7日公司关于本次订

货会汇款情况的统计确认结果 （包括各区域授权经销商的订单以及公司直营客户的订单等）， 公司

2020年订货会效果较好，本次订货会的订单金额合计为21,300万元。

本次订货会将会对公司2020年下半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约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的

10.04%。

公司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持续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对未来市场销售的规划预测能力，优化供应链管

理体系，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当季货品快速补货的机制，提升公司持续健康的经营能力。

二、风险提示

公司将对本次订货经销商订货执行情况进行考核，但订货会期间经销商下达的订单，存在因经济

形势变化、客户经营状况变化而不能完全执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20-050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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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 253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1、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0.89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25.35%，短期借款

金额为11.63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27.08%，报告期内发生利息费用5,023万元,占当期净利润比例为

26.85%，请补充说明：

（1）请以列表方式补充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利率水平、是否存在抵押/质押/

冻结等权利限制，请年审会计核查并对货币资金的真实性、存放安全性、是否存在权利限制发表专项意

见；

回复：

公司货币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放银行 存放城市 活期存款 权限受限资金

未到期应收利

息

合计

中国光大银行 招远

、

烟台

32,014.25 32,014.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招远

、

烟台

、

济南

5,730.69 18,000.32 510.98 24,241.99

华夏银行 招远

、

烟台

10,030.06 2,870.00 22.35 12,922.41

中国工商银行 招远

10,075.13 10,075.13

交通银行 招远

、

烟台

8,041.96 500.02 3.96 8,545.94

东亚银行 青岛

0.35 7,030.00 126.97 7,157.32

中国农业银行 招远

、

烟台

、

济南

4,393.14 4,393.14

兴业银行 烟台

3.89 3,000.00 61.33 3,065.22

中国建设银行 招远

、

烟台

、

济南

2,179.43 2,179.43

中国银行 招远

1,657.33 252.70 0.84 1,910.87

恒丰银行 招远

12.27 900.00 5.83 918.10

中国民生银行 招远

、

烟台

811.25 811.25

招商银行 青岛

、

济南

275.77 275.77

其他银行

278.23 278.23

小计

75,503.75 32,553.04 732.26 108,789.05

库存现金 公司财务部

68.25 68.25

小计

68.25 68.25

合计

75,572.00 32,553.04 732.26 108,857.30

公司货币资金使用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存放银行 主要存放城市 受限原因 金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招远

保函保证金

9,600.32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7,000.00

信用证保证金

1,400.00

东亚银行 青岛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7,030.00

兴业银行 烟台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3,000.00

华夏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870.00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000.00

恒丰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900.00

交通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500.02

中国银行 招远

信用证保证金

207.70

利率掉期交易保证金

45.00

合计

32,553.04

上述保函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及利率掉期交易保证金的年化利率为1.10%

-4.00%。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程序：

1、了解货币资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

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将货币资金日记账与总账的金额核对相符，与资产负债表核对相符。

3、获取或编制各项货币资金的变动明细表。

4、对库存现金进行监盘。

5、抽查大额库存现金收支情况。

6、检查大额银行存单，并结合对利息收入的测算及检查，分析其合理性。

7、取得并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8、取得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与账面进行核对。

9、取得全部银行存款账户对账单并实施银行对账单和银行日记账的双向核查程序，对大额收付交

易进行检查，关注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形。

10、对已经销户的账户，取得销户证明。

11、函证全部银行存款余额，编制银行函证结果汇总表并检查银行回函。

12、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关注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对变现有限制或存在境外的款项，并复核受限

货币资金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是否充分、恰当。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真实，且存放是安全的，截止2019年12月31日账面受限资金已进行

了充分披露。

（2） 请根据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测算日常营运资金需求， 并结合测算结果说明你公司 “存贷双

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结合公司历年经营情况和资金管理经验，公司通常需保有约三个月支出规模的货币资金存

量，以确保公司现金流安全。 公司2017年至2019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分别为22.65亿元、23.23亿

元和25.04亿元，因此公司整体货币资金余额通常在6.00亿元左右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0.88亿元，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明细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90,300,000.00

信用证保证金

38,780,378.25

保函保证金

96,000,000.00

利率掉期交易保证金

450,000.00

合计

325,530,378.25

扣除上述受限资金后，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可随时使用的货币资余额为7.63亿元，较上

述6亿元增加1.63亿元，主要原因系：公司豌豆蛋白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盈利能力强，公司预计在2020年

扩建产能，同时公司计划在2020年进行豌豆白蛋白等新产品项目的开发、新建，上述活动预计会带来额

外的资金需求，故本公司上年末货币资金余额较大。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11.62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2.43亿元，

信用证余额为4.13亿元，以上两项合计6.56亿元，系公司采购原材料用款，资金成本低，扣除上述明细

后，本公司实际取得的银行贷款为5.06亿元。 公司的贷款规模与经营规模、资金需求匹配比较合理。

（3）请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相关内控措施的执行情况，并请结合你公司主要供应商、客户、参股公

司、联营公司等主体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情形，说

明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

见；

回复：

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中规定，集团资金实行总部管理、集中统筹、余额监控的管理制度。 集团资

金部统一安排各级公司银行账户的开立和销户。 对事务的决定权和财务支出的审核权相分离，业务部

门负责对事项和支出的结果负责，财务部门主要针对支出有无预算以及合同是否签订，费用报销单据

是否完整合规等事项进行审核。 按照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任命文件，逐级审批后最终由董事长签批付款。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收支严格按照公司制度和流程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主要供应商、客户、参股公司和联营公司等主

体的资金往来均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且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任何应收关联方款项。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客户、参股公司和联营公司等主体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等情形。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资金，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货币资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了解货币资金涉及的重要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有关的潜在错报的来源，识别是否存在相应的

控制，评价这些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3、对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穿行测试，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

4、对关键的内部控制点选取样本量进行控制测试，确定其运行是否有效。

5、通过执行银行对账单与银行日记账双向测试程序关注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检查资金往来是否为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公司的供应商、客户、参股

公司、联营公司等主体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情形，且公

司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4）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项目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相关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回复：

综合以上审计程序内容，年审会计师认为货币资金项目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充分且恰当的。

问题2、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应收款中融资租赁款余额为7.45亿元，系你公司孙公司山东

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产生。 请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你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前十大客

户及金额占比，并说明上述客户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融资租赁业务直接或间接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回复：山东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9年末融资租赁余额7.45亿，经统计，截止到2019年末还

有8家客户存在余额，全部列示如下:

客户 长期应收款余额 占比

招远市君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55,822,169.82 20.93%

烟台君晟粉丝有限公司

131,676,132.07 17.68%

招远宝鸿工艺品有限公司

120,218,632.09 16.14%

烟台好客坊酿酒厂

（

普通合伙

）

96,321,226.42 12.94%

山东源发食品有限公司

95,082,264.15 12.77%

招远昊天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63,081,721.69 8.47%

招远市金桶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2,400,000.00 5.69%

招远三联化工有限公司

40,042,452.80 5.38%

合计

744,644,599.06 100.00%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核实，经核实，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不存在利用融资租赁业务直接或间接向关联

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问题3、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22亿元，同比下降10.82%；实现净利润1.87亿元，同比增

长103.5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97亿元，同比下降76.69%，其中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2亿元。 请补充说明：

（1）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下降，但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公司2018年和2019年销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

万元

主营构成

主营收入

2019

收入占

比

2019

主营成本

2019

毛利率

2019

主营收入

2018

收入占比

2018

主营成本

2018

毛利率

2018

收入差额

粉丝

48,846.01 23.02% 42,482.89 13.03% 41,944.25 17.63% 37,108.72 11.53% 6,901.76

大粉

188.69 0.09% 134.18 28.89% 196.34 0.08% 34.75 82.30% -7.65

食用蛋白

53,476.75 25.20% 22,824.43 57.32% 50,716.18 21.32% 22,798.72 55.05% 2,760.57

有机蔬菜

342.37 0.16% 917.40

-

167.96%

1,446.04 0.61% 2,112.76

-

46.11%

-1,103.67

销售材料

52,126.80 24.57% 51,472.83 1.25% 91,409.29 38.42% 89,518.28 2.07% -39,282.48

豌豆干淀粉

32,190.21 15.17% 32,469.02 -0.87% 31,080.16 13.06% 40,126.12

-

29.11%

1,110.04

膳食纤维

10,819.89 5.10% 4,003.42 63.00% 8,954.42 3.76% 3,710.37 58.56% 1,865.47

其他

14,186.81 6.69% 8,890.32 37.33% 12,184.89 5.12% 7,424.02 39.07% 2,001.92

合计

212,177.53 100.00% 163,194.50 23.09% 237,931.57 100.00% 202,833.74 14.75% -25,754.04

从整体情况来看，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低毛利商品原材料销售额下降较大， 下降3.9

亿；而粉丝、蛋白、淀粉、纤维等主要产品，销售额和毛利率较去年都有提升，其中粉丝销售额增加了

6901.76万元，毛利率提高了1.5%；蛋白销售额增加了2760.57万元，毛利率提高了2.27%；淀粉销售额增

加了1110.04万元，毛利率提高了28.24%；纤维销售额增加了1865.47万元，毛利率提高了4.44%，因此虽

然销售收入下降，但净利润高于去年同期

（2） 你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数及当年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主

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主要原因：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0.96亿，2019年全年实现利润1.87亿，

差额0.91亿，除折旧摊销、减值损失等非付现的因素外，主要原因与本行业特点、采购模式等相关，具体

如下：

1、公司作为生产企业，固定资产余额较大，每年相应的折旧摊销金额也较大，会形成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金额与实现利润的差异1.07亿元。

2、如问询函7所答内容，公司本年计提了较多减值准备，总共约0.66亿元，此外公司短期借款较多，

非经营活动的利息支出0.5亿元。

3、公司属于食品加工行业，原材料主要是豌豆、红薯等农产品，原材料采购受农产品成熟周期影响

很大，批量采购情况下，原材料库存普遍较大，2018年末由于天气原因导致进口运输延迟，2019年1月份

原材料才到货入库，故导致2019年末存货比2018年存货余额增加了1.51亿元，使得现金流量支出增加。

4、公司本年度由于业务需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及信用证保证金等净现金流出0.89亿元，以及应

收、预收等往来款变动现金流出约0.52亿元。

以上为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与2019年全年实现利润差异的主要原因，该差异

与公司行业、采购模式等相符合，具有合理性。

合理性：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96亿元，上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4.14亿元，差额3.18亿元，主要原因也与行业特点、采购模式等相关。公司2019年毛利虽然比2018年增

加了1.39亿元，但如前所述，本公司原材料主要为农产品，公司为降低成本，一般采取批量采购，而且受

到农产品成熟周期，市场价格预期波动的影响，2017年末购入了较多的原材料，造成了2018年年末存货

余额比2017年末存货余额减少了3.76亿元， 而2019年存货余额又比2018年存货余额增加了1.51亿元，

存货余额的波动就使得2019年比2018年现金流出差额约5.28亿元，此外2018年度预收账款、应付账款

年末比年初减少了1.32亿元，2019年度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年末比年初减少只有0.29亿元，预收账款和

应付账款增减变动使得2019年比2018年现金流入差额约1.03亿元。

综上所述，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数及当年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

主要原因与公司行业情况、采购模式、实际经营情况相吻合，具有合理性。

（3）你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大额流出的主要原因。

回复：2019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大额流出的主要原因系四季度支付了前期的原料采购款三

笔，金额分别为1.28亿、0.94亿、1.15亿，合计3.37亿所致。

问题4、年报显示，2019年你公司“销售材料” 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为5.21亿元，同比下降42.97%。

请补充说明“销售材料”业务的主要内容，以及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公司2018年 2019年主要销售材料明细如下：

单位

：

万元

产品

2019

年

2018

年 差额

加纳利草子

0.00 38.30 -38.30

芝麻收入

0.00 1,377.24 -1,377.24

亚麻籽收入

14.55 10,655.08 -10,640.53

聚乙烯

360.12 15,876.54 -15,516.43

木薯淀粉

3,314.87 21,472.89 -18,158.02

花生果

0.00 2,922.36 -2,922.36

豌豆

47,984.66 37,338.23 10,646.43

其他原材料

452.61 1,728.65 -1,276.05

合计

52,126.8 91,409.29 -39,282.48

公司2019年度专心主业发展，对主要产品的销售额，利润率进行改善，减少了非主营产品的贸易

额。

问题5、 年报显示，2019年你公司“豌豆干淀粉” 产品产生的营业收入为3.22亿元， 毛利率为-0.

87%，毛利率同比提升28.24%。 请补充说明“豌豆干淀粉” 产品毛利率为负及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

性，相关成本归集是否准确。

回复：豌豆中淀粉、蛋白的含量比约为3:1，公司成本分摊的原则是按照淀粉与蛋白各自的含量比

例进行分摊，与以前年度的核算口径保持一致。由于豌豆蛋白市场需求旺盛，毛利率水平较高，公司在大

量生产豌豆蛋白的同时，豌豆干淀粉的产量也相应大幅增加，豌豆干淀粉一部分用于生产粉丝，一部分

用于对外直接销售，由于豌豆干淀粉的价格受国际、国内市场以及其他淀粉的价格变动影响，近两年豌

豆干淀粉售价一直低于成本，导致豌豆干淀粉毛利率为负，豌豆干淀粉价格2019年较2018年上涨1400

元/吨，导致豌豆干淀粉毛利大幅提升。

问题6、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金额为4.42亿元，同比增长52.47%，本年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1,394万元。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存货增长的主要原因，并结合你公司存货构成及相关产品价格走势等说

明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公司存货增长的原因

公司存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1.52亿，其中原材料增加1.12亿，期末余额1.95亿元。公司的主要原材

料为进口大宗农产品豌豆，公司的采购模式为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的生产计划进行采购，当国

际市场价格处于低位时公司会集中进行大批量采购，而当市场价格处于高位时，在囤货充足的情况下连

续几个月都不会进行采购。 因此公司的采购模式呈现频次低而数量大的特点。 另外，根据公司生产经营

安排，每月平均加工豌豆20000吨左右，豌豆平均成本约2000元/吨，备货6个月，共2.4亿元，与原材料期

末余额基本相符，因此本期末原材料的备货量为正常状态。而上年末由于进口地天气原因导致未能按时

装船，从而运输延迟，2019年1月份原材料才到货入库。

2、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的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9,552.98 163.66 0.43 163.66 0.43 19,552.55

在产品

1,278.51 49.96 49.96 1,228.55

库存商品

18,619.99 759.28 1,014.02 315.32 1,457.98 17,162.01

发出商品

385.14 12.94 12.94 372.20

周转材料

1,049.67 1,049.67

自制半成品

5,142.82 316.90 316.90 4,825.92

合计

46,029.11 922.94 1,394.25 478.98 1,838.21 44,190.90

报告期末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总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期末原材料账面余额19,552.98万元，计提跌价准备0.43万元，存货跌价计提比例较低。公

司主要原材料为豌豆，通过对豌豆的精深加工生产出的主要产品包含豌豆干淀粉、食用蛋白、粉丝和膳

食纤维等。 2019年度公司产品毛利率23.09%，较上年同期增长8.34%，公司在行业内为龙头企业，经过

多年的规模化发展以及行业集中度的逐步提高， 在有效管控生产成本的同时产品市场售价也进一步得

到了提升，因此毛利率较上年有所提高且公司预计该趋势会得到延续，经减值测试原材料豌豆不存在跌

价情况。 另外，公司少部分原材料用于生产食用菌等有机蔬菜以及有机化肥，经减值测试生产食用菌的

纤维、豆粕和轻钙存在减值情况，已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0.43万元。

（2）公司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账面余额共6,421.33万元，计提跌价准备366.86万元。公司自制半成

品及在产品同样主要为豌豆加工所得，经减值测试不存在跌价情况。存在减值的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为

纯豆大粉和香菇菌袋，计提减值的纯豆大粉库龄时间较长，经实地盘点已经为积压物品，无法继续用于

生产，经减值测试计提存货跌价316.90万元；由于香菇生产模式优化升级，原模式下香菇菌袋的库存在

新的生产模式下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故将香菇菌袋进行出售，经减值测试需计提存货跌价49.96万元。

（3）库存商品期末账面余额18,619.99万元，计提跌价准备1,457.98万元，公司库存商品主要为豌

豆干淀粉、食用蛋白、粉丝和膳食纤维。 2019年度主要产品毛利率为豌豆干淀粉-0.87%，较上年提高

28.24%；食用蛋白57.32%，较上年提高2.27%；粉丝13.03%，较上年提高1.5%；膳食纤维63%，较上年提

高4.44%，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豌豆干淀粉本期毛利率为负，因此豌豆干

淀粉经减值测试计提跌价准备1,417.14万元，其余主要产品除粉丝经减值测试计提跌价准备29.86万元

外， 不存在减值情况。 另外， 经减值测试公司库存商品中部分有机化肥存在减值情况并计提跌价准备

10.98万元。

（4）发出商品账面余额385.14万元，经减值测试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94万元。

（5）周转材料账面余额1,049.67万元，主要包括包装物、备品备件等辅助材料，经测试无需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方法及明细情况如下：

（1）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

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具体如下：

项目 成本

（

万元

）

可变现净值

（

万元

）

期末跌价准备

（

万元

）

库存商品

其中

：

豌豆干淀粉

A 6,028.69 5,130.01 898.68

豌豆干淀粉

B 1,580.90 1,088.29 492.61

豌豆干淀粉

C 31.62 21.14 10.48

豌豆干淀粉

D 42.16 26.79 15.37

纯豆成品

-

粉丝部分

33.17 3.31 29.86

硫酸钾

41.06 32.76 8.30

磷酸一铵

5.55 3.58 1.97

祥云磷酸二铵

116.67 116.49 0.18

尿素大颗粒

24.71 24.18 0.53

小计

7,904.53 6,446.55 1,457.98

发出商品

85

豌豆蛋白

20kg/

袋

（

内袋加长

）

385.14 372.20 12.94

小计

385.14 372.20 12.94

在产品

香菇菌袋

1,278.51 1,228.55 49.96

小计

1,278.51 1,228.55 49.96

自制半成品

纯豆大粉

-

粉丝部分

395.82 78.92 316.90

小计

395.82 78.92 316.90

合计

9,964.00 8,126.22 1,837.78

（2）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具体如下：

项目 成本

（

万元

）

可变现净值

（

万元

）

期末跌价准备

（

万元

）

原材料

纤维

5.70 5.28 0.42

豆粕

0.19 0.18 0.01

轻钙

0.0028 0.0026 0.0002

合计

5.89 5.45 0.43

综上所述：2019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

2、通过对存货库龄分析，结合存货监盘，对存货的外观形态进行检视，以了解其物理形态是否正常，

同时关注有无积压滞销的存货，并分析期末各项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将存货余额与现有的订单、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销售额和下一年度的预测销售额进行比较，以评估

存货滞销和跌价的可能性；

4、与管理层沟通其对预计可变现净值进行评估的过程，比较当年及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

余额的比例， 分析出现异常波动的原因； 并将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与期后实际结果进行比

较，评价管理层所采用预测方法的适当性以及计提金额的充分性。

5、考虑不同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原则，复核其可变现净值计算正确性；

6、期后获取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存货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估计的售价，考虑其对可变

现净值的影响。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问题7、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宁波晟昶贸易有限公司等单位共计4,968万元的应收账款全

额计提了坏账损失。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判断上述应收账款预计无法收回的依据，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

采取的催收措施。

回复：公司与宁波晟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晟昶” ）签订进口代理合同，宁波晟昶在履约

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不能按时回款，公司多次催要后仍不能支付。公司起诉法院判决后，经过公司多次

派人协商及现场调查，宁波晟昶属于进出口贸易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收回的可能性极小，按照谨慎

性原则，2019年计提坏账损失3521.31万元。

公司与上海蓝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蓝鲸” ）签订进口代理合同，履约过程中，因上

海蓝鲸经营不善，陷于停顿状态，并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无法正常履约，预计上海蓝鲸不能继续

支付货款，按照谨慎性原则，2019年计提坏账损失1199.23万元。

另外，还有济南双子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因倒闭或经营问题，

造成合计211.27万元的应收款难以收回，公司已对上述客户进行了多次催收仍未按期收回。

公司多次派人去现场实地调查，查看上述客户有无存货或者其他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安排专人

进行货款催要，并不断的协商货款偿还的办法。

问题8、2020年2月2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与Beyond� Meat签署销售合同的公告》，你公司

全资子公司招远君邦商贸有限公司于2月24日与Beyond� Meat签署了85%豌豆蛋白销售合同， 首批豌

豆蛋白采购量为628320磅（约285吨）。请补充说明上述合同目前的进展情况以及对你公司业绩的预计

影响。

回复：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远君邦商贸有限公司于2月24�日与 Beyond� Meat�签署了85%豌豆蛋白

销售合同，首批豌豆蛋白采购量为 628320�磅（约 285�吨）。 3月2日，公司开始向Beyond� Meat发货

133吨豌豆蛋白；3月15日公司向Beyond� Meat发货152吨豌豆蛋白；截止3月1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招

远君邦商贸有限公司与 Beyond� Meat�签署的285�吨85%豌豆蛋白销售合同订单全部执行完毕。

本次订单合同是公司实现首次直接供货Beyond� Meat，本次订单可实现利润400多万元，对公司业

绩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

问题9、2020年年初至6月23日， 你公司股价累计上涨122.38%， 较同期中小板综合指数涨幅

（14.24%）偏离较大。 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向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实

际控制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进行了函询，询问2020年年初至6月23日，其是否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在上述期间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根据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

展中心、实际控制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的复函，公司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和实际控制人

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同时，公司对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问询核实，核实2020年年初至6月23日，是

否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以及在上述期间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

实，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在上述期间上述人员也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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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4月28日，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减资的议案》，公司同意减少全资子公司广州御银自动柜员

机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减资的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广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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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称：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8761B634R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广州市萝岗区瑞发路12号自编一栋第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国军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2011年12月13日至长期

营业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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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7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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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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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

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

限公司收到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用于盐酸贝尼地平生产的旋转蒸发仪” 的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

二、专利情况

专利号：ZL20192� 0904660.0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用于盐酸贝尼地平生产的旋转蒸发仪

专利申请日：2019年06月17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

证书号：第10868340号

专利权人：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06月30日

授权公告号：CN� 210874167� U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实用新型专利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种用于盐酸贝尼地平生产的旋转蒸发仪）。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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