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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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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0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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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5日召开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任富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 任富增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有关规定，任富增先生已书面承诺

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0年8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任富增先生的通知，任富增先生已按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02日

证券代码：

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

2020-076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副董事长张进先生、副总经理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胡杨先生、宋瑞涛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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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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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日收到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公司副董事长张进先生、副总

经理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胡杨先生、宋瑞涛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64,3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809%）。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了 《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8），公司副董事长张进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张建迪先生、副总经理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胡

杨先生、宋瑞涛女士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45,52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205%）。 2020年9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0年12月1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公司于近日收到副董事长张进先生、副总经理

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胡杨先生、宋瑞涛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2020年7月7日，公司收到董事兼总经理张建迪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

知函》，张建迪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兼总经理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44）。

（2）2020年8月19日， 公司收到副总经理宋瑞涛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宋瑞涛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副总经理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53）。

（3）2020年12月2日，公司收到副董事长张进先生、副总经理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胡杨先生、宋

瑞涛女士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12月1日，胡

杨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中未减持公司股份，其他股东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张 进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9

月7日

42.14 148,800 0.1268

郎安中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8月13日 42.647 10,000 0.0085

王毅民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8月14日至2020年8

月17日

45.06 10,000 0.0085

宋瑞涛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8月14日至2020年8

月18日

45.30 55,000 0.0469

注：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均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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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 进

合计持有股份 6,263,447 5.3374 6,114,647 5.21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8,391 0.3139 603,708 0.51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95,056 5.0235 5,510,939 4.6962

张建迪

合计持有股份 5,971,219 5.0884 5,895,056 5.02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163 0.0649 594,492 0.50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95,056 5.0235 5,300,564 4.5169

郎安中

合计持有股份 458,461 0.3907 448,461 0.38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015 0.0869 94,265 0.08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6,446 0.3037 354,196 0.3018

王毅民

合计持有股份 398,606 0.3397 388,606 0.33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9,651 0.0849 89,652 0.07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8,955 0.2548 298,954 0.2548

宋瑞涛

合计持有股份 398,606 0.3397 343,606 0.29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9,651 0.0849 44,652 0.03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8,955 0.2548 298,954 0.2548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除本次减持情况以外，上表中各位股东持有的股份限售情况发生变化主要系其所持有的部分

首发前限售股于2020年8月28日解除限售及高管锁定股相应进行调整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事项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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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

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职 务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张 进 副董事长 6,114,647 5.2106

2 郎安中 副总经理 448,461 0.3822

3 王毅民 副总经理 388,606 0.3312

4 胡 杨 副总经理 398,606 0.3397

5 宋瑞涛 副总经理 343,606 0.2928

合 计 7,693,926 6.5564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

不得减持）；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

公司股份的比例（%）

拟减持股份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比例（%）

张 进 236,300 0.2014 3.8645

郎安中 94,200 0.0803 21.0052

王毅民 89,600 0.0764 23.0568

胡 杨 99,600 0.0849 24.9871

宋瑞涛 44,600 0.0380 12.9800

合 计 564,300 0.4809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股东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及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决定。

（三）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情况

1、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

诺具体内容如下：

（1）股份限售安排以及自愿锁定承诺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张进、郎安中、胡杨、宋瑞涛、王毅民承诺：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除上述锁定期外，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

过百分之五十。

并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

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2）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张进、郎安中、胡杨、宋瑞涛、王毅民承诺：本人所持的公

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上

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

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根据张进、郎安中、胡杨、宋瑞涛、王毅民分别与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十八个月之后的三十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

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十二个月之后的三十六个

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减持意向承诺

1）自然人股东张进的减持意向承诺

自然人股东张进承诺：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

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本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

本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并且，如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将向证

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2）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减持安排

除上述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需按照承诺情况履行减持义务外， 公司其他股东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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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减持要求执行。

（3）其他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或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诺人将在中国

证监会或司法机关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或作出由公司承担赔偿投

资者损失责任的最终处理决定或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依法及时提议召集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并

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以确保公司履行完成股票回购责任（或赔偿责任）。 如因前述事由

导致承诺人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 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

定或判决生效在随后三十日内，向投资者依法履行完毕赔偿责任。

除上述承诺外，上述股东不存在后续追加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等情形。

2、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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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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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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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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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张进先生、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胡杨先生、宋瑞涛女士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80

证券简称：易德龙 公告编号：

2020-072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

及继续签订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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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2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9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8月24日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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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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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并授权

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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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保荐机构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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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苏州易德龙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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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20-056）

一、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的概述

（一）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的目的

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现金的保值及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的资金来源

1.�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的资金来源是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79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7,2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27,459,433.96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399,740,566.04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大华验字[2017]

000414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高端电子制造扩产项目 20,859.56 13,054.0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692.20 1,235.72

3 PCBA生产车间智能化建设的技术改造项目 4,922.30 3,577.24

4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 7,500.00

合计 39,974.06 25,367.00

（三）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0年12月1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结构性存款协议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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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

个月结构性存款

1,200.00 1.35%-3.63% 3.99-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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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无 1.35%-3.63% 不适用 否

（四） 公司内部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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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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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

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再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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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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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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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

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二、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协议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协议主要条款

1.公司于2020年12月1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结构性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甲方：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NSU00043）

产品代码 NSU00043

存款金额 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整，小写：12,000,000.00元

存款币种 人民币

本金及利息

招商银行向该存款人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本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按照挂钩

标的的价格表现，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如有，下同）。 预期到期利率：1.350%

或2.900%或3.630%（年化）,�具体请参见“本金及利息” 。

挂钩标的

期初价格： 指存款起息日当日彭博终端BFIX界面公布的北京时间14:00的

XAU/USD定盘价格。

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 指存款观察日当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发布的下午定

盘价。

具体参见“本金和利息” 。

存款期限 90天

提前到期 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与招商银行均无权提前终止本存款。

产品规模 产品募集规模上限20.00亿元人民币

申购/赎回 存款存续期内不提供申购和赎回。

认购期 2020年11月30日上午10：00至下午12:00。

起息日 2020年12月1日

到期日 2021年3月1日。 到期日逢中国（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观察日 2021年2月25日

收益计算基础 实际存款天数/365

(二)�本次签订的结构性存款的资金投向

本次公司签订的结构性存款资金主要投资于与黄金挂钩的产品。

（三）本次签订的结构性存款的说明

公司此次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范围内由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产品期限为90天，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诺。 该结构性存款产品符

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进行，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

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再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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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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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公司

将实时跟踪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

三、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协议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协议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

600036）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四、 对公司的影响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76,025,094.30 1,310,059,233.95

负债总额 317,142,093.57 372,870,326.75

净资产 858,883,000.73 937,188,907.20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63,206,435.27 121,166,435.72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

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

回报。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28.46%，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

的情形；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73,435,141.06元，此次进行现金管理支付的金额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6.92%，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0.92%，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净资产的比例为1.28%，公司能够保障日常运作资金需求，并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该结构性存款符合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

融资产，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投资收益。

五、 风险提示

尽管本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8月24日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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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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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并授权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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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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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苏

州易德龙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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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

2020-056）

（一）监事会意见

1、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本次对使用不

超人民币16,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及授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由于募投项目实施的周期性，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本次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及授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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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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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要求。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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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48,400.00 35,600.00 358.92 12,800.00

合计 48,400.00 35,600.00 358.92 12,8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7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9.4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8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2,8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200.00

总理财额度 16,000.00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92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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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因为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新股、股权激励计划（包括限制性股票授予与回购注

销、股票期权行权）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累计减少5.60%，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简称“CIG开曼”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Limited

注册地 开曼群岛

注册资本 21万美元

SoleDirector GeraldGWong

主要经营业务 商业

成立日期 2005年5月19日

通讯地址

Cricket� Square,Hutchins� Drive,P.O.BOX� 2681,Grand� Cayman,KY1-1111,Cayman�

Islands

CIG开曼自设立以来，Gerald� G� Wong先生始终持有CIG开曼100%股权， 该等股权结构未发生变

化。 CIG开曼目前从事股权投资业务，除此之外，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CIG开曼为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剑桥科技” ）发起人股东之一。 本次权益

变动前，CIG开曼持有剑桥科技21,682,575股股票，占权益变动前剑桥科技总股本（97,871,555股）的

22.15%，为剑桥科技的控股股东。

2、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简称“HK� Holding”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HongKongCIGHoldingCompany,Limited

注册地

UNIT� 501-502.5/F., � HANFORD� COMMERCIAL� CENTRE, � 221B-E� NATHAN�

ROAD,�JORDAN,�KL,�HK

出资额 10,000港元

FirstDirector GeraldGWong

主要经营业务 股权投资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14日

通讯地址

UNIT� 501-502.5/F., � HANFORD� COMMERCIAL� CENTRE, � 221B-E� NATHAN�

ROAD,�JORDAN,�KL,�HK

HK� Holding由6名外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其中Gerald� G� Wong先生持有50.3968%股权。HK�

Holding目前从事的业务为股权投资。

HK� Holding为剑桥科技发起人股东之一。 本次权益变动前，HK� Holding持有剑桥科技5,076,

675股股票，占权益变动前剑桥科技总股本（97,871,555股）的5.19%。

3、北京康令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康令”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康令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2号院1号楼B座四层4008-26号

注册资本 33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海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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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1年10月8日

营业期限 2011年10月8日至2041年10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83436120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2号院1号楼B座四层4008-26号

北京康令原名为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自设立以来，赵海波先生始终持有北京康令100%股

权，该等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北京康令目前从事的业务为股权投资。

北京康令为剑桥科技发起人股东之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京康令持有剑桥科技6,528,600股股票，

占权益变动前剑桥科技总股本（97,871,555股）的6.67%。

（二）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收到HK� Holding告知，HK� Holding于当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74,060股，占公司总股本（252,220,566股）的0.58%。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HKHolding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2月2日 16.018 1,474,060 0.58%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总股本 变动原因

CIG开曼持

股数

HK�

Holding

持股数

北京康令

持股数

合计持股

数量

合计持

股比例

持股比

例增减

2017/11/

10

97,871,

555

首次公开发行

21,682,

575

5,076,

675

6,528,

600

33,287,

850

34.01

%

2018/08/

24

127,233,

022

2017年度每10股转增3股

28,187,

348

6,599,677

8,487,

180

43,274,

205

34.01

%

0.00%

2018/11/

05

128,780,

022

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

记

28,187,

348

6,599,677

8,487,

180

43,274,

205

33.60%

-0.

41%

2019/08/

23

167,414,

029

2018年度每10股转增3股

36,643,

552

8,579,

580

11,033,

334

56,256,

466

33.60% 0.00%

2019/12/

03

169,448,

940

股票期权第一期第一次

行权

36,643,

552

8,579,

580

11,033,

334

56,256,

466

33.20%

-0.

40%

2020/04/

21

193,673,

746

非公开发行新股

36,643,

552

8,579,

580

11,033,

334

56,256,

466

29.05%

-4.

15%

2020/07/

03

192,647,

07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36,643,

552

8,579,

580

11,033,

334

56,256,

466

29.20% 0.15%

2020/07/

22

194,015,

820

股票期权第一期第二次

行权

36,643,

552

8,579,

580

11,033,

334

56,256,

466

29.00

%

-0.

21%

2020/08/

13

252,220,

566

2019年度每10股转增3股

47,636,

618

11,153,

454

14,343,

334

73,133,

406

29.00

%

0.00%

2020/12/

02

252,220,

566

股份减持

47,636,

618

9,679,

394

14,343,

334

71,659,

346

28.41%

-0.

58%

本次权益变动前，HK� Holding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287,850股，占权益变动前公

司总股本（97,871,555股）的34.01%；本次权益变动后，HK� Holding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71,659,346股，占公司总股本（252,220,566股）的28.41%，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所持

股份数（股）

权益变动前所持

股份占总股本比

例

权益变动后所持

股份数（股）

权益变动后所持

股份占总股本比

例

1 CIG开曼 无限售流通股 21,682,575 22.15% 47,636,618 18.89%

2 HKHolding 无限售流通股 5,076,675 5.19% 9,679,394 3.84%

3 北京康令 无限售流通股 6,528,600 6.67% 14,343,334 5.69%

合计 33,287,850 34.01% 71,659,346 28.41%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情况， 敬请关注公司即将于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665

证券简称：康隆达 公告编号：

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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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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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康隆转债” ）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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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惠莉女士、安吉裕康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康管理”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 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472453784XB

法定代表人 张间芳

注册资本 7,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10月16日

营业期限 2000年10月16日至2022年10月15日

住所 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后山村后二

经营范围

针织床上用品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及助剂（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外）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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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 张惠莉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62219620705xxxx

住所 浙江省上虞区百官街道文化新村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上虞区百官街道文化新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名称 安吉裕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574383557U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家地

成立日期 2011年05月13日

合伙期限 2011年05月13日至2021年05月10日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胜利西路2号（第一国际城）23层2350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文艺创作；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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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87号” 文核准，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期限6年。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 132号文同意，公司2.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5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康隆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8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

发行的“康隆转债” 自2020年10月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2020年11月3日至2020年

12月1日，累计共有50,575,000元“康隆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3,260,

513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155,554,664股。公司控股股东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

持公司股份数为93,061,166股，合计持股比例由61.11%下降至59.83%，被动稀释比例变

动1.2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东大针织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211,166 35.60% 54,211,166 34.85%

张惠莉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750,000 18.22% 27,750,000 17.84%

裕康管理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100,000 7.29% 11,100,000 7.14%

合计 93,061,166 61.11% 93,061,166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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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比例被动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可转债于2020年10月29日开始转股，由于可转债转

股导致公司股本增加，使得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4、本次权益变动前具体情况可详见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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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2、“康隆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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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59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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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整合两家全资子公司杭州能可爱心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可爱心” ）和浙江仙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琚置业” ）。 公司以能可

爱心为吸收合并方，吸收合并仙琚置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9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浙江仙琚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2）。

近日，公司收到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浙市监）登记内销字

[2020]第153号），准予仙琚置业注销登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仙琚置业已依法注销。仙琚置业注销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045

证券简称：福达合金 公告编号：

2020-062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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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福达合金” ）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2020年12月1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募集资金100万元，其余4900万元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

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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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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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2020年10月23日、2020年11月13日召

开了九届九次董事会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临2020-064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