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5099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

2020-010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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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公告披露的累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32,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0年第630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027期、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2天（挂

钩汇率看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7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

益第20428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 委托理财期限：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0年第630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20

年11月13日至2021年5月21日， 共计189天； 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027期：

2020年11月13日至2021年5月13日，共计181天；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2天（挂钩汇率

看涨）：2020年11月16日至2021年5月17日，共计182天；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7号（黄金现

货）收益凭证：2020年11月17日至2020年2月1日，共计77天；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8号（黄

金现货）收益凭证：2020年11月18日至2020年2月1日，共计76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6日召开

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11月5日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12个月内（含12个月）该资金可在

额度内滚动使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合同等文件。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0�年第 630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国农业银

行

银行理财产

品

汇利丰” 2020�年第 6307�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15,000.00 1.80%或3.20% 139.81或248.55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89天

保本浮动收

益

无 无 无 否

2、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027期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信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02027期

11,000.00 1.75%-3.10% 95.46-169.10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81天

保本浮动收

益

无 无 无 否

3、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82�天（挂钩汇率看涨）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交通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82�天（挂钩汇率看涨）

5,000.00 1.55%-3.10% 38.64-77.29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82天

保本浮动收

益

无 无 无 否

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7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华泰证券

券商理财产

品

聚益第20427号（黄金现货）

收益凭证

500.00 1.6%-3.3% 1.69-3.48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77天

保本浮动收

益

无 无 无 否

5、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8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华泰证券

券商理财产

品

聚益第20428号（黄金现货）

收益凭证

500.00 1.6%-3.3% 1.67-3.44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76天

保本浮动收

益

无 无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已建立健全资金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公司财务部门将严格按照内控制度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批

和执行，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及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保障资金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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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0�年第 630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名称 “汇利丰” 2020年第630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本金金额 150,000,000.00

产品起始日 2020年11月13日

产品期限（日） 189天

产品到期日 2021年05月21日

客户预期

年化收益率

1.80%/年或3.20%/年

本金保证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投资人提供到期本金担保，100%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

计息方式 1年按365天计算，计息天数按实际结构性存款天数计算。

挂钩标的

欧元/美元汇率，取自每周一悉尼时间上午5点至每周五纽约时间下午5点之间，银行间外汇市

场欧元/美元汇率的报价。

产品收益说明

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始终位于参考区间内（不包括区间临界值），则到期时预期可实

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3.20%/年。 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0.00%/年后，实际支付给

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3.20%/年。 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突破了参考区间（包括达到区

间临界值情况），则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1.80%/年。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

的管理费0.00%/年后，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1.80%/年。投资人收益=结构性存款产

品本金×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年化收益率×结构性存款实际天数÷365，精确到小数点后2

位，具体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派发为准。

观察期 产品起息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至产品到期前两个工作日北京时间下午2点之间。

参考区间

欧元/美元汇率 (S-0.1474,S+0.1474)。 其中S为产品起息日北京时间上午10:00彭博BFIX页

面欧元中间价（四舍五入取到小数点后四位）。

还本付息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后2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及收益。 遇非

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到期清算

结构性存款产品约定持有期到期日/产品终止日/提前终止日至结构性存款资金返还到账日

（不含）为结构性存款产品清算期，清算期内结构性存款资金不计付利息。

各项费用

经初步测算，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预期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3.20%/年或1.80%/年,扣除中

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0.00%/年后， 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3.20%/年或1.80%/

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收取客户管理费需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率为6%。

上述管理费率为含税费率。

本产品无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

收税规定

投资者因投资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所导致的任何现有或将来的税收 (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税)、开

支、费用及任何其它性质的支出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国农业银行不为投资者预提此类费用。

产品质押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可质押

提前终止条款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者无权提前终止。 在产品存续期内，如市场情况、法律法规、监管规定

出现重大变更，中国农业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产品。 如果中国农业银

行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前2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发出

提前终止公告。

提前终止清算

如农业银行决定提前终止此产品，提前终止日即为产品实际到期日，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依产

品实际投资收益率和实际结构性存款天数进行清算，具体以农业银行相关通告为准。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将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及收益 （如有）划

转至投资者原账户。

申购和赎回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在产品到期日之前不对投资者开放产品申购和赎回。

2、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027期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027期

产品编码 C20NC0125

本金金额 110,000,000.00

收益起计日 2020年11月13日

到期日 2021年5月13日

基础利率 1.75%

收益区间 1.75%-3.10%

计息基础天数 365天

产品管理方、

收益计算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日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规定的金融机构正常营业日。

清算期

到期日（产品实际终止日）至资金返还投资者账户日（即到账日）为清算期，期内不计付收益

或利息。

到账日

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0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情况一次性支付，如中国

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联系标的 澳元/日元即期汇率，表示为一澳元可兑换的日元数。

产品结构要素信息

定盘价格: 澳元/日元即期汇率价格， 即彭博页面” BFIX” 屏显示的东京时间下午3:00的

AUDJPYCurrency的值。

期初价格:2020年11月16日的定盘价格

期末价格:联系标的观察日的定盘价格

联系标的观察日:2021年5月10日

产品收益率确定方式

结构性存款利率确定方式如下：（根据每期产品情况实际确定）

（1）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澳元/日元即期汇率” 期末价格相对于期初价格

上涨且涨幅超过3%，产品年化收益率为预期最高收益率3.10%；

（2）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澳元/日元即期汇率” 期末价格相对于期初价格

上涨且涨幅小于等于3%或持平或下跌且跌幅小于等于30%，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预期收益率

2.70%；

（3）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澳元/日元即期汇率” 期末价格相对于期初价格

下跌且跌幅超过30%，产品年化收益率为预期最低收益率1.75%

上述测算收益依据收益区间假定，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质押条款 可质押

税收条款 收益的应缴税款由投资者自行缴纳，中信银行不承担代扣代缴义务。

费用

（1）本产品无认购费。

（2）本产品无销售手续费、托管费。

产品的提前终止

（1）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或本产品所投资产的交易对手发生信用风

险，或中信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产品的其他情形时，中信银行有权部分或全部提前终止

本产品。

（2）如果中信银行部分或全部提前终止本产品，中信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后2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告，并在提前终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将投资者所得收益（若有）及本金划转至投资者

指定账户。 若产品部分提前终止，相关清算规则届时另行公告；若产品全部提前终止，产品到

期日相应调整为提前终止日。

（3）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权利，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内，投资者不得提前支取。

3、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2天（挂钩汇率看涨）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2天（挂钩汇率看涨）

产品代码 2699205806

本金金额 50,000,000.00

产品成立日 2020年11月16日

产品到期日 2021年5月17日

产品期限 182天

工作日 银行对公业务开门营业日以及纽约与北京的共同工作日，不包括法定节假日、周六、周日。

本金及收益

产品成立且投资者成功认购产品的，银行向投资者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本产品协议的

相关约定，向投资者支付应得收益。

挂钩标的 EUR/USD汇率中间价（以彭博BFIX页面公布的数据为准）。

浮动收益率范围 1.55%（低档收益率）-3.10%（高档收益率）（年化，下同）

汇率初始价

汇率初始价为产品成立日当天彭博“BFIX” 页面公布的东京时间上午9：00整的EURUSD中

间价汇率。 彭博BFIX页面不可读或不能合理反映市场参与者当前使用的可交易汇率时，则该

汇率将由交通银行以商业合理的方式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全权决定。

汇率定盘价

汇率定盘价为汇率观察日当天彭博“BFIX”页面公布的东京时间下午15:00整的EURUSD中

间价汇率。 彭博BFIX页面不可读或不能合理反映市场参与者当前使用的可交易汇率时，则该

汇率将由交通银行以商业合理的方式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全权决定。

汇率观察日 2021年5月12日

产品结构参数

本产品二元看涨结构。

行权价：汇率初始价减0.0780

高档收益率：3.10%

低档收益率：1.55%

收益率（年化）

（1）若汇率观察日汇率定盘价高于行权价，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为高档

收益率；

（2）若汇率观察日汇率定盘价低于或等于行权价，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实际年化收

益率为低档收益率。

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收益以银行按照本产品协议约定计算并实际支付为准，该等收益不超

过按本产品协议约定的产品年化收益率计

算的收益。

计算收益基础天数 365天

收益计算方式

本金×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期限（从产品成立日到产品到期日的实际天数，不包括产品到

期日当天）/365，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

提前终止权

投资者不得提前终止本产品，银行有权自行决定并单方面提前终

止本产品。

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7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7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代码 SMR427

本金金额 5,000,000.00

期初观察日

2020年11月17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若挂钩标的在预定期初观察日发生对冲干扰事件，则实际期初观察日向后顺延至发行人

完成挂钩标的头寸建仓日。

期末观察日

2021年2月1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若挂钩标的在预定期末观察日发生对冲干扰事件，则实际期末观察日向后顺延至发行人

完成挂钩标的头寸平仓日。

计息结束日 同期末观察日

到期日

2021年2月2日

如遇非营业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营业日

产品期限 78天，即起息日（含）至到期日（含）的自然日天数

产品到期计息天数 77天，即起息日（含）至计息结束日（含）的自然日天数

年度计息天数 365天

凭证转让 本期收益凭证存续期间，投资者不得转让收益凭证

挂钩标的 黄金现货实盘合约Au99.99（AU9999.SGE）

收盘价格

挂钩标的收盘价格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收盘价格为准（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

期初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日的收盘价格

期末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末观察日的收盘价格

观察日 期初观察日（不含）至期末观察日（含）的全部交易日

收益表现水平

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 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挂钩标的

在该观察日的收盘价格÷挂钩标的期初价格

期末收益表现水平 挂钩标的在期末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

低行权水平 100%

高行权水平 119%

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

1、若挂钩标的期末收益表现水平小于低行权价，则到期终止收益率=2.9%；

2、若挂钩标的期末收益表现水平大于等于低行权价且小于等于高行权价，则到期终止收

益率=3.3%；

3、若挂钩标的期末收益表现水平大于高行权价，则到期终止收益率=1.6%。

兑付日

发行人于本收益凭证到期日后1个营业日内将按到期终止收益率及产品到期计息天数兑付收

益，如遇非营业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营业日

投资收益计算方式

到期终止收益=认购金额×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产品到期计息天数/365。精确到小数点

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

付息安排 存续期到期一次性支付

本金兑付安排 兑付日一次性全额支付投资本金

5、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8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8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代码 SMR428

本金金额 5,000,000.00

期初观察日

2020年11月18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若挂钩标的在预定期初观察日发生对冲干扰事件，则实际期初观察日向后顺延至发行人

完成挂钩标的头寸建仓日。

期末观察日

2021年2月1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若挂钩标的在预定期末观察日发生对冲干扰事件，则实际期末观察日向后顺延至发行人

完成挂钩标的头寸平仓日。

计息结束日 同期末观察日

到期日

2021年2月2日

如遇非营业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营业日

产品期限 77天，即起息日（含）至到期日（含）的自然日天数

产品到期计息天数 76天，即起息日（含）至计息结束日（含）的自然日天数

年度计息天数 365天

凭证转让 本期收益凭证存续期间，投资者不得转让收益凭证

挂钩标的 黄金现货实盘合约Au99.99（AU9999.SGE）

收盘价格

挂钩标的收盘价格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收盘价格为准（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

期初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日的收盘价格

期末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末观察日的收盘价格

观察日 期初观察日（不含）至期末观察日（含）的全部交易日

收益表现水平

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 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挂钩标的

在该观察日的收盘价格÷挂钩标的期初价格

期末收益表现水平 挂钩标的在期末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

低行权水平 81%

高行权水平 100%

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

1、若挂钩标的期末收益表现水平小于低行权价，则到期终止收益率=1.6%；

2、若挂钩标的期末收益表现水平大于等于低行权价且小于等于高行权价，则到期终止收

益率=3.3%；

3、若挂钩标的期末收益表现水平大于高行权价，则到期终止收益率=2.9%。

兑付日

发行人于本收益凭证到期日后1个营业日内将按到期终止收益率及产品到期计息天数兑付收

益，如遇非营业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营业日。

投资收益计算方式

到期终止收益=认购金额×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产品到期计息天数/365。精确到小数点

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

付息安排 存续期到期一次性支付

本金兑付安排 兑付日一次性全额支付投资本金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1、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0年第630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本结构性存款将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存款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收益部

分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2、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027期

本产品的投资管理人为中信银行，中信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联系标的进行投资和管理。

3、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2天（挂钩汇率看涨）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募集资金由交通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

行业务管理。 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交通银行内部资金统一运作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

纳范围，产品内嵌衍生品部分与汇率、利率、商品、指数等标的挂钩。

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0427号/第20428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本产品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产品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其运营资金，相关投资收益根据所

挂钩的黄金现货实盘合约Au99.99（AU9999.SGE）收益水平表现来确定。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进行的现金管理事项，选择的是银行和券商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未超过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严控投资风险。在理财期间，公司

财务部将与相关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

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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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288），属于已上市金融机

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998），属于已上市金融机构，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328），属于已上市金融机构，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688），属于已上市金融机构，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29,118.29 209,919.98

负债总额 37,319.35 36,301.63

净资产 91,798.94 173,618.35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84.08 29,076.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65.01 -13,447.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21.15 50,408.58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7.29%，不存在大额负债的情形。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不

影响公司资金使用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77,947.64万元，本次累计购买理财产品支付的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41.05%，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等造成重大影响，同时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该类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收益计入

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选择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受金

融市场宏观政策的影响，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相关风险，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

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2020年

11月5日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该资金可在额度内滚动使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最终

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合同等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最近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情况见下表：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0 0 10,0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9,400.00 9,400.00 44.87 0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0 0 0 5,000.00

4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0 0 0 5,000.00

5 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00 0 0 15,000.00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11,000.00 0 0 11,000.00

7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0 0 0 5,000.00

8 券商理财产品 500.00 0 0 500.00

9 券商理财产品 500.00 0 0 500.00

合计 61,400.00 9,400.00 44.87 52,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2,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6.6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1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2,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8,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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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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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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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0年11月13日、2020年

11月16日、2020年11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11月13日、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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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

成本和销售等情况均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

点概念事项。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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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8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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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前，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康德莱控股” ）持有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德莱” ）股份

175,509,0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431%，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康德莱控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过半。

上海康德莱控股自披露股份减持计划至今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2020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上海康德莱控股发来的《康德莱控股关于康德莱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

告知函》，现将减持计划主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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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控股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75,509,010 39.7431%

IPO前取得：83,575,700股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91,

933,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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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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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康德莱

控股

0 0%

2020/8/19 ～

2020/11/17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175,509,

010

39.743

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上海康德莱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持续期间，上海康德莱控股将继续履行承诺，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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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也将严格

遵照规定执行。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海康德莱控股根据战略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上海康德莱控股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65

证券简称：康隆达 公告编号：

2020-113

转债代码：

113580

转债简称：康隆转债

转股代码：

191580

转股简称：康隆转股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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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大针织”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4,211,1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0%；本次解除质

押后， 东大针织累计质押股份数为5,215,385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62%，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

●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93,061,1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11%；本次

解除质押后， 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为25,629,321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7.54%，占公司总股本的16.83%。

●本公告中涉及的公司总股本均按最新披露的152,294,151股计算，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0

年11月4日披露的《康隆达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达1%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12）。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东大针织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东大针织

本次解质股份（股） 6,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0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4

解质时间 2020年11月16日

持股数量（股） 54,211,166

持股比例(%) 35.6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5,215,38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2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根据股东自身需要，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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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东大针织 54,211,166 35.60 5,215,385 9.62 3.42

张惠莉 27,750,000 18.22 20,413,936 73.56 13.40

安吉裕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100,000 7.29 0 0 0

合计 93,061,166 61.11 25,629,321 27.54 16.83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可能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2020-08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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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于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6

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04.12万元，超过2019年净利润1,037.07万元的10%。

上述相关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1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大学生实习实践补贴 992.00

2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大学生实习实践补贴 1,368.28

3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企业职工培训补贴 24,800.00

4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企业新录用岗前培训补贴 37,000.00

5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失业保险补贴 930.00

6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稳岗返还补贴 14,294.66

7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稳岗返还补贴 14,294.66

8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以工代训补贴 17,000.00

9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企业职工培训补贴 444,000.00

10 上海来伊份食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企业职工培训补贴 486,523.00

合计 1,041,202.6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本次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为104.12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

2020-109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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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华新材”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4,200万

元，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2019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

董事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在规定额度范围及要求下行使购买投资产品的决策并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台华新材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说明

1、本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万元）

理财

期限

到期收益

（元）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广发银行

嘉兴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W款2020年第177期 1600 35天 47,561.64

保本浮动

收益

否

上述理财产品购买情况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95）。公司已于约定到期日赎回上述理财

产品，理财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500,000 4,500,000 30,698.63 0

2 银行理财产品 43,000,000 43,000,000 391,123.29 0

3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00 8,000,000 35,682.19 0

4 银行理财产品 42,000,000 42,000,000 397,952.88 0

5 银行理财产品 42,000,000 42,000,000 190,990.68 0

6 银行理财产品 42,000,000 42,000,000 169,234.40 0

7 银行理财产品 42,000,000 42,000,000 325,666.85 0

8 银行理财产品 16,000,000 16,000,000 47,561.64

9 银行理财产品 24,000,000 0 0 24,000,000

合计 263,500,000 239,500,000 1,588,910.56 24,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8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8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4,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000,000

总理财额度 42,000,000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

2020-050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产品通过

国际铁路联盟

UIC

认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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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相关产品获得了欧洲市场准入资格， 截至目前公司在上述市场尚未获得相关产品的订单，相

关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与业绩贡献视后续具体获得订单或合同执行情况而定，对公司经营业绩暂不产

生影响。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上佳” 或“公司” ）近日收到了国际铁路联

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以下简称

“UIC” ）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认证证书基本情况

证书编号：B-015/2020-07

生产厂名称：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西辛力屯村南铁道北500米

产品名称：TYSJ� TS588B制动闸片

有效期至：2030-07-31

二、通过UIC认证对公司的意义

国际铁路联盟（UIC）成立于1922年，是铁路行业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拥有包括中

国铁路在内的超过200多个铁路组织和机构作为成员单位，总部设在法国巴黎。 UIC致力于促进世界范

围内的铁路运输发展和提升铁路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满足铁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UIC通过开展铁路国

际标准制修订、技术研究与咨询、论坛与会议、人员培训等一系列活动，为世界铁路的互联互通和可持

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UIC发布的标准内容涵盖铁路技术规章、客货运输、财务统计结算、运营维护、机车车辆、基础设施、

信息化、高速铁路体系及建设等方面，为规范世界各国铁路运营与基础设施管理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各

国铁路标准制修订的重要参考依据。

继2017年公司生产的应用时速330km/h及以上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TS399B（非燕尾型）产品首

次获得UIC的认证通过后， 此次通过UIC认证的产品为同样应用时速330km/h及以上动车组粉末冶金

闸片TS588B（燕尾型）产品。 已获得UIC认证的TS399B（非燕尾型）、TS588B（燕尾型）两款产品，覆

盖了目前欧洲动车组所选用制动盘的主流接口，且均能适用于高寒地区。UIC认证证书的取得代表着公

司相关产品获得了欧洲市场的准入资格，极大地增加了公司日后相关产品出口至欧洲市场的可能性。

三、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获得国际铁路联盟UIC的产品认证，对公司未来进行欧洲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方面将产

生积极影响。

上述UIC认证证书的取得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欧洲市场准入资格， 但目前公司尚未获得欧洲市

场有关上述两款产品的任何订单，其市场销售情况与业绩贡献视后续具体获得订单或合同执行情况而

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35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

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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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联木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联木” ）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为5,336,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4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心脉医疗” ）于2020年8月7

日披露了《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7），上海联木计划自2020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519,23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5%。 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

收到上海联木《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上海联木自2020年8月28日至2020年11月17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12,161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57%。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340,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47%。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联木持有公司股

份5,336,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1%。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联木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丙楼1层107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联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1GBEC59F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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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上海联木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上海联木于2020年8

月28日至2020年11月17日之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12,1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47%。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联木持有公司股份5,336,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1%。

3、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联木持有公司股份6,088,2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6%；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海联木持有公司股份5,336,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1%。

二、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上海联木自身的资金安排；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计划，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的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上海联木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按照遵守相关减持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266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36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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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本次获批开展奥贝胆酸镁片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的

I/II期、III期临床试验。 奥贝胆酸镁是2.1类新药，是欧美已上市药物奥贝胆酸改盐和改晶型的改良型新

药。 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入大，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奥贝胆酸镁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2mg 5mg 10mg

申请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用于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年08月30日受理的奥贝胆酸镁

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临床试验申请。

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 2020LP00732 2020LP00733 2020LP00734

二、药品相关情况

奥贝胆酸镁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2.1类新药，是欧美已上市药物奥贝胆酸改盐和改晶型的改良型新

药。 奥贝胆酸镁是法尼醇X受体激动剂，既可以调节胆固醇脂蛋白和胆汁酸（BAs）的代谢，又可以改善

免疫炎症和纤维化。因此，奥贝胆酸镁有望开发成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NASH）、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胆结石、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等的药物。 本品原

研药物奥贝胆酸已于2016年6月和12月分别获得美国FDA和欧盟委员会批准用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PBC）治疗，根据奥贝胆酸生产商Intercept公司发布的公开数据，2019年奥贝胆酸在欧美市场的销售

额为2.496亿美元，2020年前三季度在欧美市场的销售额为2.294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奥贝胆酸还未在

我国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

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奥贝胆酸镁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事项对

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获批上市销售的风险。公司将

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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