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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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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

2020-190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220号）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6,185,566股，发行价格为4.8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5.10元。 2020年10月30日，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扣除承销费用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公司专户。 2020年10月31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XYZH/2020JNAA3000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20年10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总额999,999,995.1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981,726,410.19元，其中计入股本206,185,566.00元，计入资本公

积775,540,844.19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泰高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鲁高路

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阳光新路支行、 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龙奥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专户” ）， 并于近日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述4家开户银行分

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等。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阳光新路支行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904784910919

2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853110010122302607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湖北泰高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7050161650800001257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龙奥支行 山东鲁高路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1602003119200256235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阳光新路支行、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阳光新路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

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122904784910919，截止2020年11月11日，专户余额为98,875.00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募集配套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主办人或者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

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主办人孙参政、马睿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

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主办人。丙方更换主办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1年12月31日解除。

（二） 公司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各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及各

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泰高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山

东鲁高路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乙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天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龙奥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1、甲方二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已在乙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 账 号 为

853110010122302607，截止2020年11月11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兴山县古夫绕城、昭君绕城及S287百果园

至水月寺公路改建工程PPP项目、高密市城建工程PPP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湖北泰高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天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37050161650800001257，截止2020年11月11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二兴山县古夫绕城、昭君绕城及S287百果园至水月寺公路改建

工程PPP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山东鲁高路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已在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龙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602003119200256235，截止2020年11月11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二高密市城建工程PPP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主办人或者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

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主办人孙参政、马睿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

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主办人。丙方更换主办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1年12月31日解除。

（三） 公司与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

容

甲方一：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乙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第一条监管账户资金使用

暂停企业网银转账功能，在需办理资金划拨时，乙方仅根据甲方二提供的

有效划款指令扫描件进行划款。 甲方二承诺对于专户所提交的划款指令上注

明的划款用途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乙方有权核对款

项用途的真实性。 如甲方二未按照《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规定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也未依法履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手续的， 乙方对甲方二的划款要求有

权拒绝。

第二条其他事项

1、本协议项下的各条标题仅为行文方便而设，不用于解释本协议。

2、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

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本协议作出明确约定的以外，原协议的其他约

定继续有效。 本协议与原协议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阳光新路支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公司与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公司与湖北泰高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天桥支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公司与山东鲁高路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龙奥支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公司与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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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

5%

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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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获知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5%以上股份的

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旗下一家实体Peak� Re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于2020年11月16-17日减持本公司股份，导致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旗下五家实体(包

括:1. 复星产业控股有限公司；2.China� Momentum� Investment� (BVI) � Limited；3.

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 S.A.；4. 鼎睿再保险有限公司以及5.Star�

Insurance� Company，合称“复星集团” )累积主动减持本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本次权

益变动” ），需要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通知本公司进行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复星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下降至12.84%。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公司获知： 于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旗下一家实体Peak�

Re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转让本公司H股股份502,000股，导

致复星集团累积主动减持本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需要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

益变动报告书，并通知本公司进行公告。

根据复星集团就本次权益变动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记载，截至本次权益

变动前，复星集团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港币/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China�Momentum�

Investment�(BVI)�

Limited

集中竞价 2019.5.8 50.43 380,000 0.03%

China�Momentum�

Investment�(BVI)�

Limited

大宗交易 2019.8.19 50.86 14,605,600 1.08%

Fidelidade�-�Companhia�

de�Seguros,�S.A.

大宗交易 2019.8.19 51.86 11,545,800 0.85%

Peak�Reinsurance�

Company�Limited

大宗交易 2019.8.19 52.86 3,848,600 0.28%

Star�Insurance�Company 集中竞价 2019.11.14�-�2019.11.19 51.32 330,000 0.02%

Fidelidade�-�Companhia�

de�Seguros,�S.A.

集中竞价 2019.11.15�-�2019.11.19 50.95 690,000 0.05%

China�Momentum�

Investment�(BVI)�

Limited

大宗交易 2020.9.1 68.10 4,924,000 0.36%

Fidelidade�-�Companhia�

de�Seguros,�S.A.

大宗交易 2020.9.1 68.10 3,774,000 0.28%

Fosun�Industrial�

Holdings�Limited

大宗交易 2020.9.1 68.10 26,060,000 1.91%

Star�Insurance�Company 大宗交易 2020.9.1 68.10 676,000 0.05%

Peak�Reinsurance�

Company�Limited

大宗交易 2020.9.1 68.10 566,000 0.04%

Peak�Reinsurance�

Company�Limited

集中竞价 2020.11.16�-�2020.11.17 70.63 502,000 0.04%

合计 67,902,000 5.00%

复星集团于2017年12月26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前述《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载明的复星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H股数量为243,108,236股，合计持有前述《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时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7.99%。 截止本公告刊发之日，

复星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H股数量为175,206,236股，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12.84%。 2019年5月8日至2020年11月17日，复星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H股股份合计67,902,000股，减持比例约为5%。

注:上述H股百分比经舍入调整后计算。 本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

A股限制性股票登记后， 本公司的总股本由1,350,982,795股 变 更 为 1,364,182,795�

股。 总股本变动前，复星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211,708,236股，因本公司总股本变

化导致其持股比例由约15.67%变更为约15.52%。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Fosu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复星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Fosu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复星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3号中国工商银行大厦808室

（二）China� Momentum� Investment� (BVI)� Limited

公司名称：China� Momentum� Investment� (BVI)� Limited

注册地址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三）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公司名称：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注册地址：Largo� do� Calhariz� 30,� 1200-086,� Lisbon,� Portgal

（四）Peak� Re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鼎睿再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Peak� Re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鼎睿再保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6501-06，6509-13室

（五）Star� Insurance� Company

公司名称：Star� Insurance� Company

注册地址：26255� American� Drive,� Southfield,� MI� 48034

三、 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复星集团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次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

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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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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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87,000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987,000股 987,000股 2020年11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8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的《新城控股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号）。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了《新城

控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号），就本次

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 在约定的申报期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债

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3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鉴于《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批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条件已达成， 公司对上述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987,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3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87,

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0,249,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

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已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本次987,000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11月25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236,000 -987,000 10,249,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45,488,186 0 2,245,488,186

股份合计 2,256,724,186 -987,000 2,255,737,186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

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

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

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

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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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韩国康佳诺医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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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备忘录仅为合作双方就设立合资公司事宜签署的意

向性、框架性文件，具体实施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具体实施内容及进度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就本备忘录后续涉及的重大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备忘录为框架性协议， 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0年年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韩国康佳诺医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Kainos� Medicine� Inc. � , � 以下简称“Kainos” ）签署了《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

一、备忘录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Kainos� Medicine� Inc.

性质：韩国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Kisub� Lee

与公司的关系： 为公司在研产品ACC007、ACC010和ACC015中国区域 （含中国大

陆、香港及台湾）的专利许可授权方

主营业务：研究和开发治疗脑部疾病、癌症和传染病创新药物，从事新药早期开发

（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Kainos近日以书面传签方式签署了备忘录。

（三）签署备忘录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与Kainos签订的备忘录，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根据合作事项的后续进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签署备忘录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备忘录之签署无需履行相关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Kainos� Medicine� Inc.

乙方：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拟以现金出资方式按55:45的比例于新加坡设立合资公司，出资总额为50万

新币。 合资公司将致力于在全球市场（不含中国与韩国）开展医疗健康项目及相关产品的

合作、专利授权和商业化活动。

（三）双方职责

甲方拟将其拥有的ACC007、ACC010和ACC015（以下合称“产品” ）的海外权利（不

含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独家授予合资公司；乙方拟将其拥有的产品临床研究数据

的使用权利独家授予合资公司。

（四）其他事项

1、合资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3名由甲方指派，2名由乙方指派。

2、若合资公司拟采购产品的原料药，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向乙方采购。

3、 本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合资公司完成设立为止或自签署日起6个月内有效

（以孰早为准），经合作双方协商同意亦可延期。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备忘录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与

Kainos签署本备忘录有利于加强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有助于公司加

快开拓海外市场的进程，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备忘录拟开展的合作事项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四、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与Kainos签订的备忘录，仅代表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具体实施内容

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涉及到合资公司设立等具体细节，将通过签订正式协议以进一步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具体协议约定为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备忘录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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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监高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和公司控股股东及所属企业管理层人员完成第三次公司股票增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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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公司基本面和未来发展的判断与信心，为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董监高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及所属企业管理层人员

第三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按照增持计划，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

集团” ） 及所属企业管理层人员已于2020年10月13日至11月20日如期完成了第三次股票

增持。 本次参与增持人员共计265人，增持公司股票共计11,895,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957%，成交总金额16,006,889元。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16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2,

525,900股，增持均价1.34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3,385,619元。 具体为：

姓 名 职 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本次增持

数量（股）

本次增持

均价（元/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本次增持

成交金额（元）

本次增持后

持股比例（%）

王广西 董事长 450,000 300,000 1.49 750,000 447,000 0.0060

徐培忠 常务副董事长 480,000 300,000 1.34 780,000 402,500 0.0063

常胜秋 副董事长 490,000 300,000 1.35 790,000 406,000 0.0064

窦红平

董 事

总经理

370,000 300,000 1.30 670,000 391,000 0.0054

王 军

董 事

常务副总经理

480,000 300,000 1.31 780,000 392,700 0.0063

曹体伦 监事会主席 360,000 90,000 1.31 450,000 117,900 0.0036

王忠坤 监 事 360,000 90,000 1.30 450,000 117,000 0.0036

崔海良 监 事 744,380 90,000 1.32 834,380 118,800 0.0067

涂为东 副总经理 360,000 90,000 1.32 450,000 118,800 0.0036

王冬顺 副总经理 370,100 90,900 1.31 461,000 119,079 0.0037

张集英 副总经理 360,000 90,000 1.31 450,000 117,900 0.0036

裴余一 副总经理 360,000 90,000 1.30 450,000 117,400 0.0036

李光华 副总经理 310,000 90,000 1.37 400,000 123,040 0.0032

刘保申 副总经理 300,000 95,000 1.30 395,000 123,500 0.0032

卞鹏飞 总会计师 380,000 100,000 1.30 480,000 130,000 0.0039

李 军 董事会秘书 390,000 110,000 1.30 500,000 143,000 0.0040

合 计 6,564,480 2,525,900 1.34 9,090,380 3,385,619 0.0731

注： 公司董事长王广西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永泰集团另持有公司股份4,027,292,382

股。

二、公司本部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共54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1,658,100股，增持均价

1.34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2,225,157元。

三、公司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共186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6,555,800股，增持均

价1.35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8,847,300元。

四、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及所属企业管理层人员共9人，本次增持股票共计1,155,

300股，增持均价1.34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1,548,813元。

上述人员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均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

增持，相关增持符合中国证监会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并承诺

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买入之日起至2021年5月26日止不减持。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票还需遵守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对于上述人

员所增持的股票，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恢复工银瑞信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1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0年11月24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0年11月24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自2020年11月24日起本基金恢复机构投资者正常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A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124 007125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相关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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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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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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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证券

代码：002781）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0年11月19日、2020年11月20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日，公司收到多位投资者反映，市场上存在有人利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向股

民推荐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形。 公司也已关注到网络上相关信息。 经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自查，各方均未策划、参与该事件，亦未授意他

人策划、参与该事件，与该事件无任何关联关系。 在此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慎重投资，若发现上当受骗，请及时保存证据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4、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与控股股东于2020年11月22日签署了《关于新余市城市停车场建设项

目业务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

其他重大事项。

6、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

司股票。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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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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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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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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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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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基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 初步的约

定，协议的具体履行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信股份” 或“公司” ）与控股股东

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投控” ），于2020年11月22日签订了

《关于新余市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业务合作协议》（全文简称“合作协议” 或“协

议” ）。 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浪平

3、成立日期：2010年5月24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93,300万元

5、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钟灵大道99号（新宜吉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

会办公楼1013室、1014室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560083073

7、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城（镇）区域

开发、水利水电、旅游开发、政府工程代建、工程招标、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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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新余投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8.61%

2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1.39%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余市国资委” ）为新余投控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新余投控直接持有公司29.99%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新余市国资委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新余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意向性的合作协议，公司后续将根据届时双方签

订的具体合同中涉及的合同金额依法依规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作内容

1、甲方作为乙方的控股股东，将为乙方后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甲方及其关联

方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2021年度投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乙方及其关联方通

过合规合法的方式成为上述具体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主体，乙方最终实施金额以双方

具体签订的合同金额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甲方作为乙方的

关联法人，乙方将根据届时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中涉及的合同金额依法依规履行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乙方及其关联方将提供便捷可靠的技术服务和安全高效的技术支撑，通过其

物联网平台和服务机器人等产品融入新余市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智能化、数字化应

用场景，加速驱动新余市城市停车场项目的建设。

3、双方将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建设项目规划城市物联网系统，实现城市

神经网络的感知，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多维度来协同推进新余市智能数

字项目建设进程。

4、未来，双方将在智能交通、智能办公、智能展厅、智能园区等智能数字细分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甲方智能数字建设推进中涉及新余市数字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内的建设内容，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第二条 合作机制

1、建立由双方高层领导参加的不定期会晤制度，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重大问题，

确保合作协议的落实。双方共同组成涉及甲方智能数字领域项目的领导小组和推进

办公室，建立工作机制，制定相关规划、设计和标准，协调各部门、各行业共同推进信

息的开放共享，包括：城市市民服务信息、公共交通信息、城市地理信息、旅游资源信

息、城市环境信息等。

2、项目推进办公室尽快组织涉及在甲方智能数字领域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加速

城市停车场项目的落地与实施，按甲方智能数字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如有），整合现

有系统，规范新建系统，使得各系统中的资源按照共同的目标统一调配，实现深度的

信息共享和应用开发。

第三条 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36个月，在此期间，双方未就具体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

正式合作协议的，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本协议，双方互不负任何责任。 合作双方权利

义务及具体合作项目以具体协议为准。

第四条 保密性条款

本协议及未来合作中产生的有关协议文本、业务信息、技术方案、协议内容及与

本协议有关事项的信息，都属于本协议的内部保密信息，除按照监管需要对外公示

的内容，其他内容双方均有保密责任。

第五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双方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0年7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新余投控子公司新余市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发行9亿元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用于新余市中心城区智慧

停车场建设。 为推进上述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支持新余投控及其子公司城市停车

场的智能化、数字化建设，公司将导入和整合先进的城市停车场规划、设计、投资、建

设及运营资源。同时通过数字产业联盟，聚合众多优质数字经济资源，将城市停车场

功能复合化，形成城市网格化数字产业园。 公司将发挥优良的平台优势、服务优势、

资本优势及产业优势，与新余投控进行资源高效整合，开展多赢的“政府+投资+运

营” 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

本次合作协议体现了控股股东新余投控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与信心，符合公

司长期战略发展，有力推动公司在健康智慧人居领域战略发展的实施，有效利用各

方优势资源，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 后续具体业务开展将另行签订协议予以约

定，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

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后续具体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意向性约定，该协议所

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余市城

市停车场建设项目业务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