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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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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10月

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2020年10月16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6人，委托出席会议董事1人，董事李振平先生因公

务原因书面委托刘文静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孙传志先生以现场的方式出席会议，刘文静女

士、钟舒乔先生、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和宫本高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随着公司 “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实际产能可达50亿支/年）的全面建成投产，相

关原材料使用量有较多增幅；同时部分健康防护手套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结合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向关联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糊树脂金额不超过21,337万元， 本次额度增加后2020年糊树脂总采购金额拟调增至不超过34,

080万元。

2、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对医疗及防护手套需求的持续增加，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恒晖商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晖商贸” ）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向关联方

恒晖商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金额不超过70万元， 本次额度增加后2020年健康防护手套总销售金额拟调

增至不超过100万元。

3、上海博脉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脉安” ）主要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业务，上海博脉安与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以下简称“BIT” ）发生关联交易预计主要是向BIT购买BA9药物进行药物研究 ，BIT开展向关联

方上海博脉安销售产品有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并且增加企业所得。 因此，同意2020年度 BIT与

上海博脉安计划发生关联交易，向其销售产品金额不超过140万元。

4、 淄博腾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淄博腾越” ） 及全资子公司Tengyue（Singapore）

Medical�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称“腾越（新加坡）” ）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及货物进

出口等业务。 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健康防护手套的订单需求，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向淄博腾

越、腾越（新加坡）采购健康防护手套产品，同时向淄博腾越出售原材料，合计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增加金额总计不超过27,547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李振平先生已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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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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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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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3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10月16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

实际参加监事3人。 监事会主席祝建弘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随着公司 “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实际产能可达50亿支/年）的全面建成投产，相

关原材料使用量有较多增幅；同时部分健康防护手套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结合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向关联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糊树脂金额不超过21,337万元， 本次额度增加后2020年糊树脂总采购金额拟调增至不超过34,

080万元。

2、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对医疗及防护手套需求的持续增加，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恒晖商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晖商贸” ）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向关联方

恒晖商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金额不超过70万元， 本次额度增加后2020年健康防护手套总销售金额拟调

增至不超过100万元。

3、上海博脉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脉安” ）主要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业务，上海博脉安与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以下简称“BIT” ）发生关联交易预计主要是向BIT购买BA9药物进行药物研究 ，BIT开展向关联

方上海博脉安销售产品有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并且增加企业所得。 因此，同意2020年度 BIT与

上海博脉安计划发生关联交易，向其销售产品金额不超过140万元。

4、 淄博腾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淄博腾越” ） 及全资子公司Tengyue（Singapore）

Medical�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称“腾越（新加坡）” ）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及货物进

出口等业务。 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健康防护手套的订单需求，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向淄博腾

越、腾越（新加坡）采购健康防护手套产品，同时向淄博腾越出售原材料，合计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增加金额总计不超过27,547万元。

经审核，因日常经营生产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需要新增关联交易额度，关联交易依据

市场公允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与关联方2020年度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监事祝建弘先生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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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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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增加与关

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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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度，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蓝帆医疗” ）及子公司拟与关

联方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与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增加采购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随着公司“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实际产能可达50亿支/年）的全面建成投产，相关

原材料使用量有较多增幅； 同时部分健康防护手套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结合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增加向关联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朗晖石化” ）采购糊树脂金额不超过21,337万元，本次额度增加后2020年糊树脂总采购金

额拟调增至不超过34,080万元。

2、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拟增加销售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对医疗及防护手套需求持续增加，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恒晖商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晖商贸” ）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增加向关联方恒晖商

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金额不超过70万元， 本次额度增加后2020年健康防护手套总销售金额拟调增至不

超过100万元。

3、公司的子公司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与上海博脉安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拟新增销售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上海博脉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脉安” ）主要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业务，上海博脉安与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以下简称“BIT” ）发生关联交易预计主要是向BIT购买BA9药物进行药物研究，BIT开展向关联方上海

博脉安销售产品有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并且增加企业所得。 因此，BIT计划2020年度与上海博

脉安发生关联交易，向其销售产品金额不超过140万元。

4、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腾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采购产品、出售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淄博腾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淄博腾越” ） 及全资子公司Tengyue（Singapore）

Medical� Technology� Pte.Ltd（以下简称“腾越（新加坡）” ）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及货物进

出口等业务。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健康防护手套的订单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向淄博腾越、

腾越（新加坡）采购健康防护手套产品，同时拟向淄博腾越出售原材料，合计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增加金额总计不超过27,547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1、公司及子公司与朗晖石化拟增加采购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朗晖石化为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控制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

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朗晖石化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及子公司与恒晖商贸拟增加销售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恒晖商贸为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恒晖商贸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的子公司BIT与上海博脉安拟新增销售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上海博脉安为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

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上海博脉安为公司的关联方，上

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腾越及子公司拟新增采购产品、出售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淄博腾越为蓝帆（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上海）” ）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第（七）款“该企业的联营企业” 构成企业的关联方，因此淄博腾越和

腾越（新加坡）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20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

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振平先生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增加金额总计不超过27,547万元，占2019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3.27%，在董事会

的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

的批准。

（四）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原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计

金额

新增预计金额

调整后的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

金额

上年

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朗晖

石化

糊树脂

参考市场价

格

12,743 21,337 34,080 14,763.45 5,524.26

小计 12,743 21,337 34,080 14,763.45 5,524.26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恒晖

商贸

健康防护手套

参考市场价

格

30 70 100 52.37 -

小计 30 70 100 52.37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上海博脉安 BA9药品

参考市场价

格

- 140 140 31.72 -

小计 - 140 140 31.72 -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淄博腾越、

腾越（新加

坡）

健康防护手套

参考市场价

格

-- 5,000 5,000 0 --

小计 -- 5,000 5,000 0 --

向关联人出

售原材料

淄博腾越

糊树脂、降粘剂、丁

腈胶乳

参考市场价

格

-- 1,000 1,000 0 --

小计 -- 1,000 1,000 0 -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朗晖石化、恒晖商贸、上海博脉安发生关联交易的超额部分

2,074.54万元未达到披露标准。

（五）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实际发生 预计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易内容 金额 金额

（万元）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137.85

36,150

0.15

39.54

《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 与 关 联 方 开 展

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0）于

2018年12月11日披

露在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

券 报 》、《证 券 时

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

公司

原材料 10.88 0.01

上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746.59 0.82

朗晖石化 原材料 20,959.98 23.11

小计 21,855.30 36,150 24.09 39.54

向关联人采购

产品、商品

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必

凯尔” ）

急救包和医用

敷料等

249.29

720

97.83

65.11

湖北高德急救防护用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高德” ）

急救包和医用

敷料等

1.94 0.77

小计 251.23 720 98.6 65.11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武汉

健康防护手套

43.44

530

0.03

30.83必凯尔

湖北高德 323.17 0.19

小计 366.61 530 0.22 30.83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及

其销售代理机构

电力

3,523.39 6,000 55.19 41.28

能源

蒸汽 4,112.42 9,240 60.48 55.49

小计 7,635.81 15,240 57.92 49.9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 健康防护手套 1.01 - 0 100 -

小计 1.01 - 0 100

向关联人采购

产品、商品

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自动化设备及

配套服务

205.3 1,600 0.23 87.17

《关于2019年度采

购自动化设备及配

套服务暨关联交易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22）于

2019年4月13日披

露在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小计 205.3 1,600 0.23 87.17

向关联人采购

产品、商品

Bioptimal�International�

Pte.�Ltd.

商品

971.74 2,303.40 0.08 57.81

《关于确认控股子

公司2018年度关联

交易及预计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3）于2019

年4月13日披露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HK�Limited

798.82 3,490 0.07 77.11

小计 1,770.56 5,793.40 0.15 69.44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Bioptimal�International�

Pte.�Ltd.

商品

191.87 349 0.02 45.02

JWICU�Medical�Limited 3.07 6.98 0 56.02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Japan�K.K.

186.48 3,699.40 0.02 94.96

小计 381.42 4,055.38 0.04 90.59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JWICU�Medical�Limited 服务费、 168.87 230.34 0.01 26.69

Bioptimal�International�

Pte.�Ltd.

管理费用、销售

费用和办公室

租赁等

323.16 432.76 0.03 25.33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SA

43.26 76.78 0 43.66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HK�Limited

21.16 20.94 0 -1.05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Japan�K.K.

134.21 174.5 0.01 23.09

小计 690.66 935.32 0.05 26.16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Bioptimal�International�

Pte.�Ltd.

服务费等 545.07 732.9 0.11 25.63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HK�Limited

特许权使用费 - 1,745 - 100

Spectrum�Dynamics�

Medical�Japan�K.K.

特许权使用费 379.49 - 0.03 100 -

小计 924.56 2,477.90 0.14 62.6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及子公司向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和CB�Cardio�Holdings�II�Limited向关联方

Spectrum�Dynamics�Medical�Japan�K.K.产生特许权使用费（为偶发性关联交易，交易额未达到披露标

准）；其他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受公司采购及销售策略

的调整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 公平合理， 定价公

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

要系公司采购和销售策略调整所致。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587191618C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相武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3日

住所：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经济开发区内

营业期限：2011年12月13日至年月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聚氯乙烯糊树脂、聚氯乙烯糊树脂B级品、邻苯二甲酸二辛酯、对苯二甲酸二辛

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己二酸二辛酯、癸二酸二辛酯、乙酰基柠檬酸三丁酯、柠檬酸三丁酯、偏苯三酸三

辛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苯二甲酸二丙基庚酯；精对苯二甲酸、偏苯三酸酐、柠檬酸、己二酸、癸二

酸、异壬醇、2-丙基庚醇的国内批发业务；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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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控制的企业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023,944,823.32 1,289,302,601.19

2 负债总额 750,759,260.64 931,897,484.48

3 净资产 273,185,562.68 357,405,116.71

序号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6月）

4 营业收入 3,479,174,185.43 1,866,512,069.28

5 净利润 55,850,249.62 84,219,554.03

注：2020年1-6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2、名称：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MA3QXDX95U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大广

注册资本：3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07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城路67号

营业期限：2019年11月07日至2039年11月06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散装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乳制品、干鲜果品、食用

油、农副产品、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劳

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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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1 资产总额 519,501.10 21,405,873.84

2 负债总额 583,659.23 21,423,085.82

3 净资产 -64,158.13- -17,211.98-

序号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6月）

4 营业收入 ——— 537,512.08

5 净利润 -64,158.13 46,946.15

注：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3、名称：上海博脉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JJF46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因玲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05月29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1077号2幢B202室

营业期限：2020年05月29日至年月日

经营范围：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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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目：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

软件、硬件和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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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控制的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上海博脉安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4、名称：淄博腾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MA3T89BE1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虎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6月8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786号创业孵化中心1120室

营业期限：2020年06月08日至年月日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设备、泵、阀、环保设备、废气处理系统设备、锅炉及配件、机电设备、

仪器仪表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维修服务；五金工具、传动机械、建筑材料、汽车配件、计算机设备及耗

材、金属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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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蓝帆（上海）的联营企业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1 资产总额 ——— 8,999,020.00

2 负债总额 ——— 4,000,000.00

3 净资产 ——— 4,999,020.00

序号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6月）

4 营业收入 ——— ———

5 净利润 ——— -980.00

注： 2020年1-6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5、名称：Tengyue（Singapore）Medical� Technology� Pte.Ltd

注册号：202027493E

类型：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注册资本：10,000新元

成立时间：2020年9月10日

住所： 36� Jalan� Tukang� Singapore� 619266

经营范围：WHOLESALE�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PRECISION�

EQUIPMENT

关联关系：淄博腾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二）关联关系

1、朗晖石化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朗晖石化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控制的企业。

2、恒晖商贸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恒晖商贸是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

3、上海博脉安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博脉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控制的企业。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4、淄博腾越、腾越（新加坡）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淄博腾越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蓝帆（上海）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

露》第四条第（七）款“该企业的联营企业”构成企业的关联方。

因此，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所需，朗晖石化、恒晖商贸、上海博脉安、淄博腾越及子公

司具备日常经营性交易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购销原材料、购销产品和商品交易额度，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

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按实际交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成交价格；如任何第三方的购销条件优于

上述关联方所给予的条件，公司及子公司有权向第三方购销。

公司将严格遵守《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以确保关联交

易的公允性。

（二）关联交易数量和金额

1、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增加向关联方朗晖石化采购糊树脂金额不超过21,337万元， 本次额度

增加后2020年糊树脂总采购金额拟调增至不超过34,080万元。

2、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增加向关联方恒晖商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金额不超过70万元， 本次额

度增加后2020年健康防护手套总销售金额拟调增至不超过100万元。

3、2020年度公司的子公司BIT拟新增向上海博脉安销售BA9药品金额不超过140万元。

4、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向淄博腾越及子公司采购健康防护手套产品金额不超过5,000万

元，拟向淄博腾越销售糊树脂等原材料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增加金额总计不超过27,547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原因、目的、必要性及持续性

1、公司及子公司与朗晖石化拟增加采购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目前，随着公司“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实际产能可达50亿支/年）的全面建成投产，

相关原材料使用量增幅较大；同时部分健康防护手套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及子公司对糊

树脂产品的需求量增大，公司增加从关联方采购原材料不仅可以降低原材料供应压力，提高对外采购时

的议价能力，同时还具有节省运输成本，可以保证公司获得快捷、充足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等优势，因此

公司及子公司计划2020年度增加从关联方朗晖石化采购糊树脂产品。

2、公司及子公司与恒晖商贸拟增加销售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恒晖商贸主营业务为食品及日用百货等的零售批发和贸易。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伴随国内对

医疗及防护手套需求的持续增加，公司与恒晖商贸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公司健康防护产品的进

一步推广。 因此，公司2020年度拟增加向恒晖商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产品。

3、公司的子公司BIT与上海博脉安拟新增销售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上海博脉安主要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业务，上海博脉

安与BIT发生关联交易预计主要是向BIT购买BA9药品进行药物研究，BIT开展向关联方上海博脉安销售

产品有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并且增加企业所得。 因此，BIT计划2020年度及后续年度与上海博

脉安发生关联交易。

4、公司及子公司与淄博腾越及子公司拟新增采购产品、出售原材料日常关联交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市场对健康防护手套的需求持续增加，供不应求。为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子公

司健康防护手套订单的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从联营企业淄博腾越及子公司腾越（新加坡）采购健

康防护手套产品，同时向淄博腾越出售糊树脂等原材料，在满足客户需求、稳定客户合作关系的同时增加

企业所得。 因此，公司及子公司计划2020年度及以后年度与淄博腾越及腾越（新加坡）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价格均按采购或销售时的市场价格进行确定，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2020年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朗晖石化、恒晖商贸、上海博脉安、淄博腾越及子公司增加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27,547万元的事项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增加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提交给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020年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朗晖石化、恒晖商贸、上海博脉安、淄博腾越及子公司增加开展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27,547万元。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客

观、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和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

方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蓝帆医疗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本

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本保荐机构对实施该等关联交易无异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查阅了相关董事会材料、独立董事意见、信息披露文件，核查了蓝帆医疗及

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经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上述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蓝帆医疗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

综上， 本联席保荐机构对蓝帆医疗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增加与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0

年度增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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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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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7,460,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金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李俊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杨长

勇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5、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数量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6、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9、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2.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460,000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绍兴越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德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资

产购买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同意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460,000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50,000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460,000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460,0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2.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2.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11,250,000 100 0 0 0 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1,250,000 100 0 0 0 0

2.03 发行对象 11,250,000 100 0 0 0 0

2.04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11,250,000 100 0 0 0 0

2.05 发行股票的数量和认购方式 11,250,000 100 0 0 0 0

2.06 上市地点 11,250,000 100 0 0 0 0

2.07 限售期安排 11,250,000 100 0 0 0 0

2.08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11,250,000 100 0 0 0 0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

安排

11,250,000 100 0 0 0 0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限

11,250,000 100 0 0 0 0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5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6

关于 《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7

关于全资子公司绍兴越信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德升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资产购买

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8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

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9

关于同意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1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12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1,250,0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 议案1-5、议案7－9、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

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恬、邱志辉、陆新华、王泽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德创环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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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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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杨建民持有公司股份21,7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17%，本次质押后，公司股东杨建民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1,750,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54.02%，占公司总股本的6.04%。

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接到公司股东杨建民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

用途

杨建民 否 11,750,000

是

（首发限售股）

否 2020-10-15

质押担保范围

内的应付款项

全部付清之日

止

广州市公恒

典当行有限

责任公司

54.02 6.04 担保

合计 - 11,750,000 - - - - - 54.02 6.04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

义务的情况。

2、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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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民 21,750,000 11.17 0 11,750,000 54.02 6.04 11,750,000 0 10,000,000 0

杨舒 6,200,000 3.18 6,200,000 6,200,000 100.00 3.18 6,200,000 0 0 0

合计 27,950,000 14.36 6,200,000 17,950,000 - 9.22 17,950,000 0 10,000,00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20-058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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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七号-水的生产与供应》要求，现将黑龙江

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 污水处理

项目 平均水价（元/立方米）

处理量（万立方米） 结算量（万立方米）

2020年 2019年

同比

变化

2020年 2019年

同比

变化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污水处理 1.58 9,282.49 11,042.29 -15.94% 10,383.01 12,349.80 -15.93%

污水处理项目公司情况明细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4,397.08 3,934.30 11.76% 4,397.08 3,964.06 10.92%

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199.20 3,294.19 -2.88% 3,288.00 3,276.00 0.37%

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8.32 124.50 -13.00% 1,096.00 1,092.00 0.37%

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577.89 1,600.13 -1.39% 1,601.93 1,638.00 -2.20%

注1：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已出售，2019年5月及其以后的水量不再计入。

注2：宁阳瓷窑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已出售，2019年7月及其以后的水量不再计入。

注3：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被终止特许经营权，2019年7月及其以后无水量计入。

二、 自来水供应

项目

平均水价

（元/立方米）

供水量（万立方米） 售水量（万立方米）

2020年 2019年

同比变化

2020年 2019年

同比变化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自来水

居民用水：2.9

非居民用水：4.5

特种用水：10

2,252.84 2,753.06 -18.17% 1,800.84 2,169.62 -17.00%

自来水项目公司情况明细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2,252.84 2,354.04 -4.30% 1,800.84 1,820.33 -1.07%

注：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已出售，2019年12月及以后的水量不再计入。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20-029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运输生产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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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飞机起降架次（架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万吨）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总计 33,824 -20.10% 362.65 -41.06% 32.33 1.35%

国内 26,440 18.85% 350.92 13.50% 2.98 -3.25%

国际 5,631 -66.62% 8.44 -96.82% 25.38 0.83%

地区 1,290 -55.93% 3.29 -91.89% 3.97 8.77%

重要说明：

一、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通用航空飞行），所以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

计数存在差异；

二、上述运输生产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0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2.�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朱瑜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0-10-16

过往从业经历

2006年5月至2010年2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客户经理；2010年2月至

2010年8月任国家开发银行业务经理；2010年8月至2016年7月任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部副总经理职务。 2016年7月加入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先后担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首席信息官等职务，现任公司总

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董事长郑文杰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履行职务，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议定，由公司总经理朱瑜女士代为履

行董事长职务。

上述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向北京证监局报告。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7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天津

市润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代理销售本

公司旗下基金的公告

根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天津市润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润泽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润泽基金于2020年10月17日起终止代理本公司旗

下基金的相关销售业务。本公司相关公告将不再列示该销售机构信息，广大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官

网列示的其他销售渠道办理基金交易相关业务。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508808

网站：www.ymfund.com

2、天津市润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2-23297867

公司网站：www.phoenix-capital.com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其更

新，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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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赵宏伟先生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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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6日，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总经理赵宏

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其辞职申请自2020年10月16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总经理的聘任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赵宏伟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