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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

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卫股份 60388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菲 张雨萌

电话 0519-86361837 0519-86361837

办公地址 江苏省武进经济开发区果香路1号 江苏省武进经济开发区果香路1号

电子信箱 info@nanfangmedical.com info@nanfangmedical.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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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433,009.37 869,601,971.34 2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38,085,598.68 564,157,337.40 13.1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696,341.32 -12,204,399.52

营业收入 729,093,174.95 223,225,891.37 2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215,991.64 23,079,272.95 26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1,827,731.85 21,933,189.62 27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85 4.06 增加9.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8 0.11 245.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8 0.11 245.45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4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李平

境 内 自

然人

44.48 97,711,575 97,711,575 质押 58,410,474

苏州蓝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8.00 17,576,004 无

徐东

境 内 自

然人

6.82 14,977,500 质押 9,365,000

李永中

境 内 自

然人

3.38 7,414,875 7,414,875 无

李永平

境 内 自

然人

3.38 7,414,875 7,414,875 质押 6,302,643

王顺华

境 内 自

然人

2.05 4,500,897 无

林小芳

境 内 自

然人

1.42 3,118,990 无

余黛吉

境 内 自

然人

0.73 1,603,573 无

李菲

境 内 自

然人

0.60 1,318,200 无

刘金顺

境 内 自

然人

0.54 1,194,76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平先生与李永平先生、李永中先生系兄弟关系。 除此之外，本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 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

作。但受疫情爆发的影响，公司积极应对市场，有效降低运营风险。在

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

动；公司根据市场对于防疫类防护用品的需求，加大对产品结构的调

整、营销模式的转变，保证了防疫类防护用品的生产、供货。在支持国

家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时，整体平衡疫情对公司销售所带来的影响。

1、不断强化公司治理，完善内控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法有效地召集和召开了1次股东大会、3

次董事会会议。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体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公司修订和完善了《公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2、优化生产经营管理，巩固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坚持将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作为公司立足之本，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产品求发展” 的质量宗旨，通过制定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材料、半成品到产成品均严格执行检验标

准和检验程序。确保各个生产环节都贯彻执行公司质量管理制度，防

范产品质量风险。公司在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的同时，坚持以提升产

品质量水平及稳定性为主导，不断改进现有工艺流程及硬件设施。

急救系列产品技术研发主要分为民用和军用两个方向。 民用急

救方向公司主要以各类车辆用途研发相应的车载急救包产品， 以及

按照各种场所需求配备相应急救产品设计出不同的急救包产品。 由

于战争的特殊性，军用急救产品应具有能够迅速止血、持续吸收创面

渗液、快速修复创口、方便单兵操作的特性。 因此研发可供单兵在短

时间内完成创伤止血和包扎的急救产品成为公司战伤急救产品工作

的重中之重。 2020年公司在跟进前期急救系列产品的研发成果转化

的基础上，着重研发一系列车载配套急救包产品和辅助产品。相关急

救产品上市后不仅能有效提高战时单兵自救、互救能力，作为急救器

材用于战场急救，也可用于户外运动、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抢险、创伤

急救等领域。 也希望通过扩试使用后，转化成为特色卫勤装备。

医用绷带及胶带是在手术、伤口和失禁护理、监护、诊断等环节

常用的绑扎产品，应具有透气性好、无刺激、生物相容、能够长期保持

粘结力的特点。 医用绷带的用胶量较大，会对皮肤造成较大的刺激，

导致皮肤过敏。公司采用可降解物质为主原料制备绷带基材，涂覆少

量不含甲醛的胶体， 使得医用绷带具备良好透气性的同时兼备无刺

激、生物相容好、能够长期保持粘结力的优点。 同时公司通过工艺的

调整、基材的制备与抗菌液的结合，使得绷带不仅具有稳定的杀菌抗

菌性能，还能显著提高绷带的弹性和吸湿效果。

公司持续开展传统贴膏剂生产工艺的技改工作， 通过研发低过

敏性、低刺激性、载药量大的新型载体，从而增加公司贴膏剂系列产

品。其次着重完成前期产学研合作平台研发的技术成果转化，并且不

断深入开展透皮给药对于疾病治疗或预防的技术研究。

受疫情影响，公司响应政府号召，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

下，积极、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2020年3月起，公司陆续

取得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等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疫情

应急审批备案及TüV� SüD的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CE认证、美

国FDA产品注册，在物流、原材料受限、复工人员不足的前提下，想尽

一切办法提高防疫防护用品产能。公司扩充了口罩生产线，保证了防

疫类防护用品的生产、供货，在支持国家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时，整体

平衡疫情对公司所带来的短期影响。

公司在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的同时， 坚持以提升产品质量

水平及稳定性为主导，不断改进现有生产工艺及生产装备。其次公司

针对现有产品进行全方面梳理并针对产品特性作出针对性的全面优

化和精确调整。在优化现有产品的同时不断加强新品的开发，完成成

果转化后形成新产品或相关专利， 使得公司在技术研发层面更具有

竞争力。

3、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加快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于2017年8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25,00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72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3,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6,617,924.53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56,382,075.47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78,370,

999.17元，公司收到理财利息、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人民币

9,243,442.81元，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人民

币26,000,000.00元， 公司及安徽普菲特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购买理财产品人民币共计30,000,000.00元。截止2020年6

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应为人民币31,254,519.11元， 实际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31,254,519.11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 公司位于安徽郎溪经济开发区的新建医

用胶粘敷料生产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目前胶布车间、动力中心、食

堂、1#倒班宿舍已完工，设施设备已投入使用；创可贴车间主体建设

已完工，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灭菌解析车间、消防水泵房主体建

设已完工，目前进行主要设备的安装调试；2#倒班宿舍主体框架建设

已完工，内部装潢正在进行中；厂区道路铺设已完成，管网铺设除2#

倒班宿舍周边其他已完工。

4、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以现金增资方式取得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10%的股权，不

涉及发行股份。 具体详见“（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

体分析” 。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

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更正

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880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8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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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7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7月10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

告》及《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880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9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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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0日以书面、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

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

告》及《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1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

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麒 鲍小丹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号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号

电话 0731-88668270 0731-88668270

电子信箱 longqi@talkweb.com.cn baoxiaodan@talkweb.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3,488,684.55 545,748,205.04 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067,763.38 29,213,276.86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857,755.57 18,704,277.87 1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24,368,061.96 -58,132,699.05 -28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27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27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1.17%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33,836,073.03 3,047,269,840.19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04,227,785.73 2,486,864,225.50 0.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4,1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新宇 境内自然人 15.95%

175,542,

100

133,964,644 质押

102,220,

000

宋鹰 境内自然人 10.72%

118,033,

205

0

深圳市海云

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4.12%

45,300,

245

12,036,698 冻结

45,300,

245

张忠革 境内自然人 1.54%

16,927,

342

李松峰 境内自然人 1.12%

12,347,

486

刘彦 境内自然人 1.07%

11,767,

054

8,825,290 冻结

11,767,

054

常征 境内自然人 0.91% 9,996,291 质押 4,994,994

李美君 境内自然人 0.55% 6,002,605

袁浩卿 境内自然人 0.33% 3,669,724 冻结 3,669,724

深圳市天富

信合投资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3,669,724 冻结 3,669,7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李新宇、刘彦为公司现任董事；

2、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刘彦、常征系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购

买海云天科技100%股权、长征教育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深圳市天富信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3、刘彦与海云天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李松峰通过华鑫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350,

206股；

2.公司股东李美君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

002,605�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

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华为云及鲲鹏生态，补齐自身技术、渠道能

力，与华为同舟共济，在智慧教育、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5G智慧园

区四个领域与华为共同为客户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行业一体机，围

绕鲲鹏计算产业领域打造国内领先的“软+硬” 战略协同模式，与华

为携手共建鲲鹏产业生态。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348.87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06.77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23.46%。 公司重点工作回顾如下：

1、鲲鹏生态

在国家安全可控领域， 公司围绕鲲鹏计算产业领域打造国内领

先的“软+硬” 战略协同模式，以切入鲲鹏服务器生产和销售为重要

抓手，发挥公司在智慧教育、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5G智慧园区等

领域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优势，积极打造国产化领域的行业应用，同时

通过鲲鹏生态在湖南省运营的成功模式结合公司全国渠道的优势，

联合华为在全国其他省份、地市积极布局鲲鹏生态，形成平台+生态

+ISV+服务的模式抢占市场。硬件方面，湖南湘江鲲鹏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鲲鹏” ）于2019年12月3日在长沙市岳麓

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0万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出资7,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35%，为湘江鲲鹏第一大股东，湘江鲲鹏研发制

造并销售基于华为鲲鹏主板的自主品牌的服务器整机、PC等产品。

报告期内，在湖南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湘江鲲鹏计算机产业生

产线项目一期用时120天实现厂房建设并交付，目前湘江鲲鹏研发制

造的服务器和PC机产品已在报告期内成功下线，生产和销售工作正

有序开展。软件方面，通过湖南鲲鹏计算创新中心运营来完成适配认

证整合解决方案与人才培养。 依托湖南鲲鹏计算产业联盟整合产业

生态，通过湖南鲲鹏计算产业联盟整合行业核心合作伙伴和ISV，通

过创新中心集成行业最优秀的解决方案， 通过核心合作伙伴和优秀

解决方案带动湘江鲲鹏硬件业务高速发展。 在全国其他区域的鲲鹏

生态的布局已经有序开展，公司已于7月2日与甘肃兰州政府、华为就

鲲鹏生态在兰州的发展达成了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并展开项目具体实

施落地工作。

2、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2020年初，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学校不能正常开学的情况

下，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 号召，公司在线学习中心联合华为云

Welink，为包括广东省、湖南省、山西省、甘肃省、吉林省、浙江省、四

川省等十几个省市在内的全国区域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提供本

地化的线上教学服务和全国名校优质课程资源，覆盖在线教学、网络

教研、智能作业、在线考试、教务管理等应用场景，帮助全国中小学校

保持正常教学进度。 该平台首月已达登陆人数80万人，访问量2500

多万人次，到访用户182万人，截止至2020年6月底，空中课堂独立访

客（UV）超过 4754�万，预览次数(PV)� 达到4.68亿次，注册用户数

达680万人。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拓维教育与湖南有线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将共同促进产品融合，

数据共享，在内容、产品、平台等多方面向5G发力，致力打造教育信

息化新模式。

3、智能考试服务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包括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全国教师资格考试、公务员选拔考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在内的全国

较多考试推迟， 公司考试服务相关业务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从

全年来看，考试服务相关业务仅是推迟、并未取消，对全年业绩影响

较小。面对疫情给教育工作带来的巨大挑战，公司时刻铭记责任与使

命，勇于担当，在开学复课之前，公司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

的部署，助力线上教学，为多个地市毕业班开学后的首次模拟考试提

供云阅卷系统，同时服务385所学校30万名考生，并推出了艺术类高

考在线考试解决方案。在标准化考场建设和运维项目方面，成功中标

贵州省标准化考试项目、 黑龙江省部分地市标准化考场项目以及河

北考务综合管理平台等项目。在鲲鹏服务器的销售方面，相继中标贵

州省招生考试院鲲鹏服务器采购项目和重庆中考服务器租赁项目，

这也是鲲鹏服务器首次在全国高考中的应用实现。

迄今为止，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云天科技已经承担了湖北、湖南、

贵州、甘肃、新疆、河北、浙江、西藏、重庆等16个省市的学业水平考试

服务，湖北、贵州、辽宁、江西、吉林、福建等18个省的高考网上评卷技

术服务，此外，还承担全国22个省140多个地区的中考、16个省的研

究生考试、12个省的自学考试、13个省的成人高考， 为中国教育招生

考试信息化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4、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除了教育领域，公司在交通、工业互联网以及5G智慧园区拥有

行业一流解决方案。

公司凭借在高速业务和技术方面多年的积累， 成功签约并助力

湖南25个省界成功实现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并网切换，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功打造AI稽查产品。报告期内，全国正式取消省

界收费站， 公司承建的湖南高速取消省界收费站项目上线以来运行

稳定，真正实现零差错无争议计费。AI稽核产品于报告期内已通过华

为严选市场申请，正在进行严选上市产品认证，并已借助华为渠道，

以湖南高速项目为标杆，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在工业物联网领域，公司成功中标多个卷烟厂及桌面云MES运

维服务项目，全面提升客户生产制造效率、提高设备运维管理、改进

配方结构、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智能制造水平。

在智慧园区方面，公司已入围华为智慧园区总集成伙伴，并成功

承接并实施完成华为智慧园区灯塔项目， 助力打造郑州龙子湖智慧

岛全国首个基于5G+AI的智慧园区示范标杆。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

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修

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集团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

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年减少子公司

（1）2020年2月25日，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长沙市楚鲲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取得了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高新）登记内注核字[2020]第1727号）。

（2）2020年2月24日，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长沙九龙晖科技有限

公司取得了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高新）登记内注核字[2020]第1687号）。

证券代码：

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53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07� 月 0� 9� 日通过邮件、传

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年 07�月 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9�人，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李新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0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半年报摘要同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0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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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0�年 07�月 09�日通过邮件、传真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年 07�月 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人，实际表决监事 3�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柏丙军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认真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

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

（3）截至出具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20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 0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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