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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

2020-056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取得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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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基本情况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由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证书” ），证书编号为粤（莞）房开证字暂1001636号，证书的主要信息如

下：

企业名称：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08017879M

法定代表人：罗爱文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清溪金龙路32号

有效期：至2021年07年17日

资质等级：暂定级

二、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对公司的影响

该资质证书的取得主要用于公司的“三旧” 改造项目，后续公司将继续有序的推进该项目的全面建设，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投资项目建成运营后，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能提升公

司的对外整体形象，加快公司的发展，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三旧” 改造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同时受国家宏观政策、行业竞争、市场供需和公司管理等因素影

响，该项目存在行业竞争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34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农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成立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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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通过附属机构设立的农银金融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银金科” ）正式注册成立。 农银金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亿元，注册

地为北京市通州区，主要业务方向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开展技术创新、软件研发、产品运营与技术咨

询。

设立农银金科是本行落实治行兴行“六维方略” 、加快科技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通

过设立农银金科，本行将加速推进经营转型，释放金融科技创新活力，培育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 农银

金科将在集团科技治理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化体制机制优势及平台窗口作用，更好地服务集团、服

务客户、服务社会，夯实“创新孵化、生态共建、服务集团和科技赋能” 四大能力，致力于打造与国际一

流商业银行集团相适应的最佳数字生态金融科技公司。

下一步，本行将继续以金融科技和业务创新为驱动，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再造一个农业银行”

战略落地，着力打造客户体验一流的智慧银行、“三农” 普惠领域最佳数字生态银行。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6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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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9,435,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36%；本次质押解除后，虞仁荣先生剩余累计质押股份为126,500,000股，占

其持股比例的45.27%。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

韦豪” ）、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61,463,0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86%；本次质押解除后，虞

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07,339,00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7.36%，占公司

总股本的24.01%。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的通知， 虞仁荣先生质押给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9,000,000股限售流通股已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本次解质股份 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4%

解质时间 2020年7月27日

持股数量 279,435,000

持股比例 32.3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6,5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65%

虞仁荣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尚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有变动，虞仁荣先生将根据后续质押

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绍兴韦豪 虞小荣

持股数量 279,435,000 80,839,009 1,189,000

持股比例 32.36% 9.36% 0.1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6,500,000 80,839,009 -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27% 100.00% -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65% 9.36%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本股东贾春琳及其一致行动人贾则平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贾春林

先生的通知， 获悉贾春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则平先生于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7月

27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48.3万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 现将上述

股东的减持情况披露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贾春琳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2 贾则平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贾春琳 A股 548.3 1.00%

贾则平 A股 200 0.37%

合 计 748.3 1.3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贾春琳 持有股份 68,123,971 12.42% 62,640,971 11.43%

贾则平 持有股份 19,844,400 3.62% 17,844,400 3.26%

董颖 持有股份 7,475,000 1.36% 7,475,000 1.36%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95,443,371 17.41% 87,960,371 16.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350,393 8.09% 36,867,393 6.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092,978 9.32% 51,092,978 9.3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春琳、贾则平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20-038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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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虎林龙鹏” ）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14,4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6.96%，无间接持股，无一致行动人，虎林龙

鹏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11,1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7.08%，占公司总股本的13.07%。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珍宝岛”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虎林龙鹏

《关于对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的函》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虎林龙鹏于2020年7月27日将持有的公司1,2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东北中小企业信用

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 ）,质押期限一年，明细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虎林

龙鹏

否 1,260 否 否 2020.7.27 2021.7.20

担保

公司

8.75% 1.48%

补充流

动资金

2、本次股份质押的主要用途是因担保公司为其他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虎林龙鹏就此事项

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虎林龙鹏无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披露日，虎林龙鹏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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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虎林

龙鹏

14,400 16.96% 9,840 11,100 77.08% 13.07% 0 0 0 0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29�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20-068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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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0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

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2020年7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北京四

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管理制度》。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500万元的财务资助，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年。 本次财务资助能够满

足中寰卫星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要，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20-06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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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资助对象：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寰卫星” ）

2、资助金额：拟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500万元（含14,500万元，下同）的财务资助，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即在任一时点资助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4,500万元，提供资助后即从总额度

内扣除相应的额度，归还以后额度即行恢复。

3、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年。在上述额度内，公司可根据中寰卫星实际经

营情况向其分次提供财务资助。

4、资金用途：中寰卫星生产经营

5、资金占用费率标准：年借款利率4.35%

6、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06月08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646M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7号

6、法定代表人：程鹏

7、注册资本：15,225.72万元人民币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676%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462%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385%

宁波禄存天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70%

孙玉国 4.615%

北京顺天枢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合伙） 4.518%

宁波顺天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4%

宁波融智天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4%

北京博钰城投资有限公司 2.033%

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2.033%

9、经营范围：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2023年05月03日）；测绘服务；从事卫星导航定位业务；卫星导航设备的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销售；

通信和网络的设计、安装、系统集成、维修、工程承包、技术咨询、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资产受

托管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测绘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中寰卫星资产总额30,030.98万元， 负债总额10,261.85万元， 净资产19,

769.13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35,775.09万元，净利润-4,323.45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中寰卫星资信良好，未发生过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形。 截止2019年底，公司对中寰卫星提供财务资助

余额为零。

三、中寰卫星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1、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6年07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06XHD4U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6号楼4层-20号(门牌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杉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06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07798570X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佛山市三水中心科技工业区西南园C区25-8号（F1）八楼自编801-806

法定代表人：卢婉红

注册资本：9277.0093万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加工、销售、维修：电子产品及其配套软件、汽车零部件、车载无线通讯设备；

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国内贸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提供导航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宁波禄存天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9年05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GR1PL6G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E1594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千百网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程鹏先生以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毕垒先生为其合伙人，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4、孙玉国

身份证号码：420106� ************

简历：孙玉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

关联关系说明：孙玉国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已于今年6月卸任，目前未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除此之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北京顺天枢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12712839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8号8层04-1412

执行事务合伙人：苗冠成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毕垒先生为其自然人出资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6、宁波顺天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0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HX475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591

执行事务合伙人：苗冠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宁波融智天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0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HY6Y1Y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590

执行事务合伙人：苗冠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北京博钰城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7732737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

法定代表人：章东义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785Y88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6号9层918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三峡鑫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中寰卫星其他股东未能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根据《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第十五条规

定，私募基金子公司及其下设特殊目的机构不得对外提供担保和贷款，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因此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同意中寰卫星对外借款事项，但

无法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及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 根据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第9.3条关于投资限制的规定，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不得以基金资产（包括现金

和非现金资产） 及其权益对外提供担保物权或由基金提供保证担保， 因此北京睿汇海纳科技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同意中寰卫星对外借款事项，但无法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及承担连带责任。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公司业务需求量较大， 目前不具备对中寰卫星提供财务资助

的能力，同意中寰卫星对外借款事项，但不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宁波禄存天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顺天枢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顺天枢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融智天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孙玉国、北京博钰城投

资有限公司因持股比例较小，同意中寰卫星对外借款事项，但不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玉国、宁波禄存天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顺

天枢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顺天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融智天玑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按照投资比例对中寰卫星向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发生的借款

承担到期无法归还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的经济责任。

五、风险控制

1、公司已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健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内部控制，明确了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经办部门及其职责等事项。

2、公司财务部应在全面分析对被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的

基础上，对被资助对象的履约能力做出审慎判断。

3、少数股东无法承担连带归还责任，不影响公司及股东利益，此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4、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的，公司不得向同一对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六、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0万元（不含本次财务资助），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0%，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其业务拓展，提升其生产经营

能力，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 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子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且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八、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有利于提升其经营效益。

本次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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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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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同意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25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一、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500万元购买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三

湘银行” ）“三湘存” 理财产品；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606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理财产品。 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三湘存

1、产品名称：三湘存

2、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3、产品期限：31天

4、预期年化收益率：3.85%

5、产品收益计算日：2020年07月27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08月27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5,000,000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公司与湖南三湘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606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606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期限：30天

4、预期年化收益率：3.00%或3.40%或1.48%

5、产品收益计算日：2020年08月01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08月31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20,000,000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收益风险: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中信银行保障存款本金及产品说明书约

定的基础利息收益,但不保证浮动收益,由此带来的收益不确定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应充分

认识购买本产品的风险,谨慎购买。

（2）利率风险:如果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将承担该产

品资产配置的机会成本。

（3）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发生变

化,可能影响本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严品造成重大影响。

（4）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书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 中信银行

按照本产品说明书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产品的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

及时与产品经理联系,或到中信银行网站(http://www.citicbank.com/)、营业网点查询,以获知有关本

产品相关信息。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

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另外,投资者预留在中

信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中信银行。 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中信银行联系方式变更的,

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中信银行在其需联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投资者, 可能会由此影响投资

者的购买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因中信银行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系统故

障、通讯故障除外)

（5）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

行,从而导致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产品的认购、投资、偿还等正常进行,进而影响产品的资金

安全。 “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

误任何一方根据本产品说明书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水灾、其

他天灾、战争、骚乱、罢工或其他类似事件、新法规颁布或对原法规的修改等政策因素。

2、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产品

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

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

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累计投资金额为13.625亿

元（含本次公告产品5,500万元）。 尚未到期金额5,500万元（含本次公告产品5,5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年（2019年）经审计总资产的1.33%。 具体如下：

（1） 已经到期的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成立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投资金额

（元）

1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2019年07月31日 92天 3.40% 50,000,000

2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4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08月02日 94天 3.80%-3.90% 50,000,000

3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08月13日 92天 3.9875% 45,000,000

4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7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08月13日 97天 3.80%-3.90% 90,000,000

5

共赢利率结构28209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8月09日 104天 3.70%或4.10% 10,000,000

6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08月23日 92天 3.65% 30,000,000

7

共赢利率结构28853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9月06日 91天 3.70%或4.10% 50,000,000

8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09月12日 95天 3.9875% 20,000,000

9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09月20日 94天 3.9875% 47,000,000

10

共赢利率结构2906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9月20日 109天 3.60%或4.00% 20,000,000

11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10月12日 91天 3.65% 59,500,000

12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2019年10月21日 91天 3.75% 50,000,000

13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一号” 2019年10月23日 90天 3.9875% 24,000,000

14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3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10月22日 93天 3.90%-4.00% 30,000,000

15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随心E” 二号

法人拓户

2019年11月05日 93天 3.15% 50,000,000

16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11月14日 97天 3.9875% 45,000,000

17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12月26日 40天 3.9875% 52,000,000

18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7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11月12日 97天 3.85%-3.95% 53,000,000

19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0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11月19日 90天 3.85%-3.95% 55,000,000

20 2019年公司第82期结构性存款 2019年11月22日 91天 3.60%或3.81% 30,000,000

21

共赢利率结构30348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11月15日 110天 3.60%或4.00% 15,000,000

22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12月26日 97天 3.9875% 8,000,000

23

共赢利率结构3115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12月27日 105天 3.60%或4.00% 15,000,000

24 通盈叁号 2020年01月17日 90天 3.40% 23,000,000

25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2020年01月20日 91天 3.70% 50,000,000

26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63天（黄金挂钩看跌）

2020年02月21日 63天 1.35%-3.70% 15,000,000

27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2020年02月11日 93天 3.05% 45,000,000

28

共赢利率结构3284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20年03月13日 60天

1.50%或3.60%

或4.00%

26,000,000

29 通盈叁号 2020年04月17日 30天 3.00% 38,000,000

30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20年04月20日 30天 3.85% 30,000,000

3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7天（汇率挂钩看涨）

2020年02月19日 97天 1.35%-3.80% 50,000,000

32 2020年公司第29期结构性存款 2020年03月02日 92天 1.59%或4.22% 30,000,000

33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020年04月27日 92天 1.30%或5.50% 15,000,000

34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020年04月27日 92天 1.30%或5.50% 15,000,000

35 2020年公司第109期结构性存款 2020年04月27日 92天 1.59%或4.19% 20,000,000

36 三湘存 2020年05月21日 60天 3.85% 32,000,000

37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35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20年05月25日 36天

3.06%或3.46%

或1.48%

20,000,000

投资金额合计 1,307,500,000

（2）尚未到期的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成立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投资金额

（元）

1 三湘存 2020年07月27日 31天 3.85% 35,000,000

2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6061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20年08月01日 30天

3.00%或3.40%

或1.48%

20,000,000

投资金额合计 55,000,000

五、备查文件

1、湖南三湘银行“三湘存（原）” 产品服务协议、风险揭示书；

2、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揭示书、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7月29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睿创微纳”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负责睿创微纳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

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

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制

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

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睿创微纳签订承销及保荐协议，该

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

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0上半年度睿创微纳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

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

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

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

措施等。

2020上半年度睿创微纳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生违

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如下，除此之外无其他

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的事项：

（1）2020年3月，公司和董事会秘书赵芳彦先生

分别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烟台睿

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赵

芳彦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的纪律处分；公司和

董事会秘书赵芳彦先生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烟台睿创

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赵芳彦采取出具警示

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2）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已督促公司及董事

会秘书赵芳彦先生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

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等方

式，了解睿创微纳经营情况，对睿创微纳开展持

续督导工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0上半年度，保荐机构督导睿创微纳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除本小节第4项披露违规行为外， 无其他需

披露事项。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睿创微纳依照相关规定健全完善

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

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睿创微纳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和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睿创微纳的内控制度符合相

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

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睿创微纳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

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保荐机构对睿创微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

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

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0上半年度，睿创微纳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

管关注函的情况。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

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

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上半年度，睿创微纳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

行核查。 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上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睿创微纳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

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

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涌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

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

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上半年度，睿创微纳未发生相关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15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

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

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

他事项。

2020上半年度，睿创微纳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

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1、发现的问题

（1）2020年1月20日和1月21日，投资者在“上证e互动” 上就公司产品是否应用于传染性疾病的人

群侦测和防控项目、有没有提供人体红外测温的模组、是否生产手持红外测温设备进行提问。 1月21日，

公司作出回复， 称子公司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测温模组及人体精准筛查红外热像仪可以对高

热人群作出精确筛查，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测温模组和人体体温快速精准筛查红外热

像仪已经应用到疫情筛查一线。

（2）2020年3月，公司和董事会秘书赵芳彦先生分别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烟台睿创

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赵芳彦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的纪律处分；公司和董事会秘书

赵芳彦先生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 《关于对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及赵芳彦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2、整改情况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已督促公司及相关人员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积极整改， 加强对上市公司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

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投资者权益。

上述事项已在2019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中披露，除上述事项外，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其

他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风险事项。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93,185,157.26 254,044,162.17 17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380,179.19 64,689,947.45 37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761,947.96 48,452,156.56 50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491,865.77 5,565,878.95 1,471.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29,888,946.26 2,341,978,767.07 12.29

总资产 3,084,075,591.31 2,544,264,676.90 21.22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30 0.1680 3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30 0.1680 31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6556 0.1256 421.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1 6.23 增加6.1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1.74 4.66 增加7.08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9.99 18.66 减少8.67个百分点

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2.8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加强开拓市场扩

大销售，主营业务中的非制冷红外探测器、机芯和热像仪整机产品产销量快速增加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76.70%，净利率大幅提升，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

加，以及因产品规模效应、产品技术工艺提升、产品结构变化等导致探测器和整机毛利率提高，同时运营

及研发费用增幅小于收入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471.93%，增幅大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

幅，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快速增长，销售回款状况较好所致。

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同比增长312.50%，系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非制冷红外热成像与MEMS传感技术开发的集成电路芯片企业， 致力于专用

集成电路、MEMS传感器及红外成像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公司已经在人才、技术和研发、产品等方面积聚

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其核心竞争力具体体现为：

1、人才优势

公司已形成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主要研发人员均为硕士以上学历，技术领域包括半导体集成电

路、MEMS传感器、图像处理算法等，全面覆盖了公司技术和产品各个环节。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

发人员49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8.73%，研发团队稳定性强，核心技术人员自公司设立之初即加入公

司，长期从事光电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工程及量产制造，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2、技术和研发优势

成功研发超高灵敏度12μm� 1280×1024和640×512的金属及陶瓷封装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

器,以及AT1280首款130万像素高清红外测温系统。 公司已具备集成电路、MEMS传感器、探测器、机芯

模组与终端产品的全面自主开发能力， 截至报告期末已获授权共计182项涉及红外成像传感器热敏材

料、器件结构和加工工艺的国内外专利以及34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公司自2009年起进入非制冷红外

焦平面芯片领域，已经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并具备了规模化生产的丰富经验，对非制冷红

外焦平面芯片的应用环境也更加了解，具备一定的技术先发优势。

3、全系列产品量产优势

公司具有红外探测器、机芯模组和整机热像仪产品研制与批量生产经验，目前已经成功研发并批量

生产256×192面阵、384×288面阵、640×512面阵、1024×768面阵及1280×1024面阵， 像元尺寸为

35μm、25μm、20μm、17μm、14μm、12μm和10μm的非制冷探测器、机芯组件及整机产品。成功研

发并实现批量生产一系列产品， 包括：MicroⅢ系列12μm微型人体测温机芯和工业测温机芯、FTⅡ系

列12μm广域成像探测与异常报警型机芯、中波制冷型FX系列红外机芯，HTS、ATS、DTS和ITSⅡ系列

人体测温产品及C200H系列手持式红外体温检测仪、新一代手机热像仪产品等。人眼安全铒玻璃激光器

系列产品和人眼安全激光测距机系列产品已批量生产。 公司目前已拥有的全系列产品可以满足客户的

需求，依托于公司的技术实力，公司具备强大的产品研发优势，对于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进入新兴业务

市场具有较大的主动权。

2020上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费用6,927.3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9.99%。公司拥有研发人员497人，占公司

总人数的48.73%。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50项涉及红外成像传感器热敏材料、器件结构和加工工艺的专利以及16项软件

著作权。 成功研发超高灵敏度12μm� 1280×1024和640×512的金属及陶瓷封装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

测器, 以及AT1280首款130万像素高清红外测温系统； 成功研发并实现批量生产一系列产品， 包括：

MicroⅢ系列12μm微型人体测温机芯和工业测温机芯、FTⅡ系列12μm广域成像探测与异常报警型

机芯、中波制冷型FX系列红外机芯，HTS、ATS、DTS和ITSⅡ系列人体测温产品及C200H系列手持式红

外体温检测仪、新一代手机热像仪产品等。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8,934.11万元， 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

689.96万元，2020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5,244.15万元，截止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

民币53,482,702.51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00.00

减：发行有关费用 66,026,918.87

募集资金净额 1,133,973,081.13

减：发行费用相关税费 3,945,980.38

减：募投项目支出 89,341,080.36

减：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减：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减：手续费支出 49,467.40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813,000,000.00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23,718,282.12

加：利息收入 2,127,867.40

截止2020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53,482,702.51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35902368110711 活期 3,128,495.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

支行

37050166666000000000 活期 6,531,471.8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

行

12656000000794600 活期 23,132,534.5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35902368110603 活期 20,624,568.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35902463010606 活期 65,632.27

合 计 - 53,482,702.51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马宏直接持有公司68,400,000

股，通过烟台深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赫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间接持有公司股票659,221股、

233,766股；

公司董事李维诚直接持股46,870,130股；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赵芳彦直接持股4,675,325股，通过华泰睿创微纳创科

睿知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200,000股；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宏臣直接持股818,182股；

公司董事江斌直接持股4,897,403股，通过烟台赫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79,481

股；

公司原董事丛培育直接持股1,992,013股；

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文祥直接持股292,208股， 通过华泰睿创微纳创科睿知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00,000股；

公司监事魏慧娟直接持股385,714股；

公司监事孙瑞山直接持股561,039股；

公司原财务总监周雅琴直接持股4,418,182股，通过华泰睿创微纳创科睿知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000,000股；

公司副总经理陈文礼直接持股888,312股。

除赵芳彦、 周雅琴和陈文祥分别将其个人直接持有的900,000股、1,100,000股和273,000股进行

质押外，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保荐代表人：

赵 亮 刘芮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