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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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太科技 股票代码 0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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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山 王英

办公地址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五大道1

号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五大道1

号

电话 0576-85588006 0576-85588960

电子信箱 jiangshan.zhang@yongtaitech.com zhengquan@yongtai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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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710,193.36 1,680,639,089.40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067,352.95 141,818,695.02 4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0,051,407.57 139,792,147.83 -2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662,119.47 140,424,661.27 -8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73 38.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73 3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9% 4.6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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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4,434,756.00 6,866,369,855.46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08,080,345.83 3,196,175,834.72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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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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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莺妹 境内自然人 18.33% 161,150,400 120,862,800 质押 103,898,000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12.67% 111,400,000 83,550,000 质押 110,745,199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24,724,600

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5% 17,109,27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信价

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11,823,046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12% 9,858,6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7% 8,532,067

海通证券资管－工商银行－海通投融

宝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7% 5,006,3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大

制造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5,000,000

安洪刚 境内自然人 0.56% 4,95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人宝先生与王莺妹女士是夫妻关系， 两人持有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

权。 除此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0,950,000股；安洪刚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9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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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发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基于中国政

府的严格防控和高度重视，目前国内疫情已基本稳定向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中国

经济数据，我国上半年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

行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政府复工复产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公司积极响应，严格部署疫情防控措

施，快速复工复产，尽力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同时夯实主营业务，按照年度经营工作计

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671.02万元，同比下降5.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005.14万元，同比下降21.27%。 其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在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部分订单延后交付，导致公司第一季度营

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31.19%、124.50%；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采取多种复工复产举措并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从而在第二

季度实现销售收入107,911.88万元，同比增长14.44%，实现扣非后净利润12,092.55万元，同比

增长26.75%，经营业绩已基本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并实现了业绩同比增长。 总体来看，

公司上半年已基本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整体经营情况已恢复正常。 除了

主业实现业绩恢复外，在非经常性损益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非经常性损益10,101.59万元，

同比去年的202.65万元增加较多。其中，公司持有的富祥药业股票的股价在2020年1-6月份波动

上升较多（2019年12月31日收盘价为11.67元/股，2020年6月30日的收盘价为19.57元/股，增幅

为67.69%），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较多。

在上述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共同影响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1,106.74万元，同比增长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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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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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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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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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预收款项”期初余额减少63,

664,367.26�元，“合同负债”

期初余额增加63,664,367.26�

元。

“预收款项”期初余额减少19,

959,980.45元，“合同负债” 期

初余额增加19,959,980.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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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滨海永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莺妹

2020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63

证券简称

:

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2020-049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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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滚动使用。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2019年12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2020年8月13日,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 ）签订协议，以闲置

募集资金2,0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A计划）2020年第138期。

2、产品认购金额：2,000.00万元人民币。

3、理财期限：92天。

4、产品成立日 ：2020�年 8月 13�日。

5、产品到期日：2020�年 11�月 13�日。

6、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型。

7、产品预期收益率：

本理财产品的客户预期年化收益率（已扣除银行管理费和其他各项费用）为：3.55%。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公司与恒丰银行无关联关系。

10、产品风险提示

⑴.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根据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设计而成，如遇国家宏观政策和市

场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到本理财产品的发行、投资和兑付等工作正常进行。若出现

上述情况，可能会导致客户本金和收益减少甚至损失。

⑵.延期风险：如因本理财产品项下对应的投资标的变现不及时等原因造成的本期理财不能

按时支付本金及收益，则客户面临产品期限延期、调整等风险。

⑶.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采用到期一次兑付的期限结构设计。 在产品规定的最短存续期

内，投资者不得赎回。 如此时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理财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

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⑷.提前终止风险：在投资期内，如果发生恒丰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恒丰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期理财产品。 客户可能面临不能按预期期限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⑸.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不提供账单。 投资者留在恒丰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

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恒丰银行。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恒丰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

法及时联系上，并可能会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⑹.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事件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

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

失。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

任。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

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

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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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进行日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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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

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国债、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等，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高于

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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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9年7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薪加薪

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19年10月8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207,254.79�元。

2、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6�天（汇率挂钩看涨）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2月24日到期,产品

到期收益603,863.01元。

3、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利率

结构2913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19年12月19日到期， 产品到期收益468,493.15元。

4、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薪加

薪 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1月9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189,863.01元。

5、 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23� 天（汇率挂钩看涨）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2月21日到期，

产品到期收益640,273.97元。

6、 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利

率结构 3115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7月1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799,232.88元。

7、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薪加薪

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5月19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189,863.01元。

8、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0天（汇率挂钩看涨）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5月28日到期，产品到

期收益664,520.55元。

9、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物华添

宝”W款2020年第5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机构版）(挂钩沪金2012合约看涨价差结构)� 产品，

2020年8月25日到期。

10、公司于2020年6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

司添利20JG7797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12月1日到期。

11、公司于2020年6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86�天（ 汇率挂钩看涨）产品，2020年12月8日到期。

12、公司于2020年7月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

利率结构3568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年10月16日到期。

五、备查文件

1、恒丰银行人民币法人机构理财业务协议书（编号：CFZGA20138）。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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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控股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期间届满的公告

非控股股东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非控股股东减

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公司股东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岩嵩投资”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

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1%，且在限售期届满后12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其持有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的6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且在任意

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2020年8月13日，公司收到岩嵩投资的《减持计划期间届满的通知函》。截至2020年8月13日，岩嵩投资本

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岩嵩投资

2020年2月13日

集中竞价交易

7.80 6,197,900 0.29

2020年2月14日 7.67 1,973,600 0.09

2020年2月17日 7.85 9,352,000 0.43

2020年2月18日 8.24 2,233,700 0.10

2020年2月19日 8.33 1,400,000 0.06

2020年2月20日 8.28 388,600 0.02

2020年5月13日 8.16 1,076,000 0.05

2020年5月18日 8.17 1,050,000 0.05

2020年5月19日 7.92 1,708,000 0.08

2020年5月20日 8.02 1,875,200 0.09

2020年5月26日 7.83 5,140,000 0.24

2020年5月27日 7.60 2,620,000 0.12

2020年5月28日 7.45 1,833,000 0.09

2020年5月29日 7.43 989,000 0.05

2020年6月1日 7.57 4,517,700 0.21

2020年6月2日 7.66 440,000 0.02

2020年6月3日 7.66 296,900 0.01

2020年6月29日 大宗交易 6.55 10,660,000 0.49

合计 53,751,600 2.4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岩嵩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67,854,136 7.79 114,102,536 5.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114,102,536 5.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7,854,136 7.79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岩嵩投资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

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岩嵩投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

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期间届满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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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非控股股东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股5%以上的非控股股东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岩嵩投资” ）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减持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1%，且在限售期届满后12个月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其持有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岩嵩投资出具的《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岩嵩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114,102,536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3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拟减持原因：自身资金安排需求。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不超过21,545,8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

5、拟减持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

司股份的总数的1%，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1%，且在限售期届

满后12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其持有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6、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其他说明：如遇公司股票在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区间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8、过去十二个月，岩嵩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10,6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43,09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岩嵩投资遵守法定限售承诺：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本公司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 岩嵩投资严格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岩嵩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岩嵩投资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岩嵩投资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

险。

（三）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岩嵩投资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四、备查文件

1、《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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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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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证券代码：002625）于2020年8月11日、2020年8月12日、2020年8月

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再次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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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再次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在6,553.48万元-7,561.71万元之间，同比增长30%-5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业绩预计不存在需要

修正或调整的情况。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0SH1000173】

国药洁诺医疗服务有限

公司51%股权

净资产：18,400.00万元；注册资本：7,911.39万元；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

材料及用品提供专业的清洗、灭菌，从事一、二、三类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一、二类医疗器械的销

售，三类医疗器械（具体详见许可证）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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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10,088.000000 2020-09-09

【Z320SH10G0229】

南安市隆盛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证券化不良资产

债权

注册资本：9,056.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感应、温控水龙头及微电子产品软件系统的开发

咨询服务和系统集成设计；开发销售数控车床仪表，数控仪表加工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

售：卫浴洁具、陶瓷阀芯、橡胶塑料配件、箱包扣具。模具设计、机械零配件制造加工 。 企业

自产产品及原辅材料、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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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陆超渊联系方式：021-62657272-825

- 2020-08-24

【G32020SH1000202】

无锡兆禾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17%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企业5295.24

万元债权

总资产：32,563.92万元；净资产：1,050.51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组织

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销售

及相关配套服务；房屋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园林工程

策划、设计、施工；土木工程建筑业及工程准备活动；对市政工程及设施建设、管理、维护

（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花卉苗木种植；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公司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类广告；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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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5,473.830000

2020-09-04

【G32020SH1000201】

无锡兆禾文化旅游发展

有 限 公 司 16% 股 权 及

4967.97万元债权

总资产：32,563.92万元；净资产：1,050.51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组织

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销售

及相关配套服务；房屋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园林工程

策划、设计、施工；土木工程建筑业及工程准备活动；对市政工程及设施建设、管理、维护

（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花卉苗木种植；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公司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类广告；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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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5,136.060000 2020-09-04

【G32020SH1000126】

湖南长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

净资产：21,784.63万元；注册资本：10,847.03万元；经营范围：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

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电子产品研发；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电子

产品生产（限分支机构）；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互联网信息服务；移

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软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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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21,784.630000 2020-09-04

【G32020SH1000123】

营口建润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14,026.49万元；净资产：815.60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内装璜；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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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822.676110 2020-09-01

【G32020SH1000125】

营口建裕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9,370.48万元；净资产：714.69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经营；房地产投资；室内装璜；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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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720.091765 2020-09-01

【Q32020SH1000016】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0.12%）

注册资本：82,517.2034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

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应

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内

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项目联系人：陈陈 联系方式： 62657272-320、18516718763

373.000000 2020-08-31

【Q32020SH1000015】

上海永生助剂厂有限公

司62%股权

总资产：8,185.08万元；净资产：7,914.91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镀助

剂，涂料金属切削液，清洁剂，（产销）；电镀、废水处理专业的四技服务。

项目联系人：王泽川联系方式：021-62657272-555、18621623750

4,470.230000 2020-08-28

【G32020SH1000198】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20%股权

总资产：219.89万元；净资产：143.49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

旅游业务服务；出境旅游业务：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百货、五金交电、矿产品、针纺

织品、汽配、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零兼批代购代销；国内航空客运机票、国内火车票、

船票代售。

项目联系人：付阳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7

28.699378 2020-08-28

【G32020SH1000199】

洛阳轴承集团铁路轴承

有限公司2.46%�股权

总资产：9,359.71万元；净资产：-9,299.04万元；注册资本：6,100.00万元；经营范围：轴承

开发、制造、销售：磨料、磨具及电子产品开发、销售；机床、仪器销售；机械、电控设备检修；

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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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侯蓓蓓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80

0.000100 2020-08-28

【G32020SH1000200】

上海鼎融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40%股权

总资产：90.58万元；净资产：17.15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电子、计算机

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五金交电，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办公用品，建筑装潢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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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6.860000 2020-08-28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20SH1000864】-

【GR2020SH1000866】

【GR2020SH1000868】-

【GR2020SH1000874】

上海江森房屋设备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标的所在地区：上海长宁区

资产类别：不动产

详见网站 详见网站

【GR2020SH1000861】

上海中冶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辅助生产

设备）

1、转让标的包括机器设备33项，运输设备5台，电子设备63项，共计101台（套），具体详见

挂网附件《辅助生产设备资产明细表》。 2、本次挂牌价格为不含税价。

186.732800 2020-08-25

【GR2020SH1000867】

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株洲市芦

淞区宇航路138号新华仁

家小区2套住宅和2个地

下停车位）

1、标的资产为株洲市芦淞区宇航路138号新华仁家小区11栋的203与204室和地下负一层

停车位12、13号。转让方于2014年8月购买取得房屋所有权及车位使用权。 2套住宅均已取

得不动产权证书，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住宅，203室建筑面积为135.7平方米，204室建

筑面积为134.8平方米。 2个地下停车位为使用权，根据购买时签订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协

议》，车位使用期限自该车位交付之日起20年，使用期满后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保持不

变，承受人有权按建筑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继续使用该车位，而无需再

向出让方支付使用费。

216.450000

2020-09-08

【GR2020SH1000862】

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上海市黄浦

区湖北路20号401-404

室共4套房产）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1（A）室，面积：165.83，挂牌价格：774.4260万元 上海市黄浦

区湖北路20号402（B）室 ，面积：85.44，挂牌价格：412.675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

号403（C）室，面积：115.51，挂牌价格：541.742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4（D）

室，面积：134.56，挂牌价格：612.2480万元

2,341.091000 2020-09-08

【GR2020SH1000860】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部分资产（上海市杨浦区

控江路1505弄41号301

室）

实际用途：公寓；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平方米 )：99.61；使用期限说明：

2000.9.13-2070.9.12；房屋装饰情况：标的所在“华升新苑”小区，一梯二户，房型为二室二

厅一卫；配套设施：水、电、通讯、燃气等设施齐全；周边环境：所在社区及周边环境成熟，商

业及交通便利；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673.200000 2020-08-24

【GR2020SH1000859】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部分资产（上海市杨浦区

控 江 路 1507-1513 号

（单）底层、二层商场房

地产）

使用期限说明：2000.9.13-2070.9.12；配套设施：水、电、通讯、燃气等设施齐全；周边环境：

所在社区及周边环境成熟，商业及交通便利；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5,791.000000 2020-09-07

【GR2020SH10008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

关部分资产（1批报废办

公设备）

标的所在地区：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资产类别：机械设备；数量：509；详情请见联交所官

网公告

1.006000 2020-08-21

增资项目信息

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2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品房出租；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拆迁工程（不含爆破拆

除）、道路维修工程、土石方工程、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制冷设备安装、销售、维修；物业、酒店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

拟新增注册资本：3,000.000000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2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用于阜阳市颍州区2018-8号

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

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投资方(增资引进方共计)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

结构及相关规章制度，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名3名董事，新入投资方提名2人，董事长由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批发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

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

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

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

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

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建筑材料及

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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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428.58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 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

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5,444.446501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

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

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

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

（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

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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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333.34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

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2,419.999900万元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37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乘客信息系统，通信技术，电子商

务平台技术，电子产品（含IC卡及IC卡读写机），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技术，电子支付系统技

术，移动刷卡技术及系统，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智慧社区管理系统，互联网技术、智慧

城市信息技术、网络商城平台技术；承接：通信工程、网络工程（凭资质经营）；服务：项目工

程咨询，互联网及计算机相关技术检测，网页设计，电信增值业务，投资管理（除证券、期

货），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不含

演出及演出中介），代理票务（除航空机票代理）；租赁：计算机；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广告；停车管理软件和设备的开发、销售、运营；智慧加油系统的研发及设备销售；旅

游景区互联网系统建设；高度公路互联网平台建设、销售、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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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中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3752%�；杭州五色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7.7134%；上

海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2721%；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515%；杭州真宏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0515%；中银通支付商务有限公司8.0515%；杭州华夏八维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7.4074%；杭州瓯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7096%；浙江浙商产融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2.6839%；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6839%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完成后持股比例不超过2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少于1家，不超过10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通过本次增资融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平台研发、 场景整合及运营开支。 平台研发约占

30%，场景整合约占30%，运营开支约占20%，市场开支约占10%；场景建设约占5%，其他开

支约占5%。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

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1） 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2） 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

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份额不超过增资后八维通的20%股权，增资后股权结构视本次实际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62657272�-�14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10-1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3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