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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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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青岛农商银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66,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威海市商业银行稳健成长（2020）162期、中国光大银行阳光橙增盈绝对收

益策略、华夏银行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5号封闭式理财产品、华夏银行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35号三个月

定开理财产品、华夏银行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6号半年定开理财产品、青岛农商银行创富优享102号。

●委托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

期（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产品。 此次申请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可滚动使用，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

署合同文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编号：2020-143）。

一、委托理财情况概述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和自有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将公司及子公司（含金能化学）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12个月）的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1、近期新增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产品期

限（天）

收益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金能化学

威海市商业

银行

稳健成长（2020）162期

银行理财

产品

13,000 4.25% 98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金能化学

中国光大银

行

阳光橙增盈绝对收益策略

银行理财

产品

13,000

4.2%+中证800指

数收益率*10%

181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金能化学 华夏银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5号封闭式

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45% 365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金能化学 华夏银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35号三个

月定开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1%-4.2% 89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金能化学 华夏银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6号半年定

开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23%-4.33% 179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金能化学

青岛农商银

行

创富优享102号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35% 365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2、近期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年化收益率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

（元）

金能化

学

青岛农商银

行

尊盈系列B598

银行理财产

品

15,000 3.5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1-12 2020-12-14 466,849.32

金能化

学

威海市商业

银行

稳健成长（2020）135

期（对公款）

银行理财产

品

20,000 4.2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0-16 2021-1-21 2,255,903.31

金能科

技

华夏银行

龙盈固收尊享1号三个

月定开

银行理财产

品

10,000 4.1%-4.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7-23 2021-1-25 2,220,000

金能化

学

华夏银行

龙盈固收尊享6

号半年定开

银行理财产

品

20,000 4.2%-4.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8-7 2021-2-8 4,280,000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

要求，且未超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威海市商业银行稳健成长（2020）162期

（1）理财产品代码：Lc2020162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16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24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2月15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13,000万元

（6）预期收益率：4.25%（年化）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托管费0.002%/年、认购费率0.13%、固定管理费0.4%/年。

（10）资金投向：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类等固定收益类资产（80%-100%），其他资产（0%-20%）。

2、中国光大银行阳光橙增盈绝对收益策略

（1）理财产品代码：EW0081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1月19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5月19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1月18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13,000万元

（6）预期收益率：4.2%+中证800指数收益率*10%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管理费0.60%/年，托管费0.05%/年。

（10）资金投向：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高于60%，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高于70%，商品

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持仓合约价值的投资比例不高于3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国债、中央银

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占产品资产净值的比例不低于5%。

3、华夏银行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5号封闭式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代码：208215500502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30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2月30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2月29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

（6）预期收益率：4.45%（年化）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托管费0.05%/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提）、销售手续费0.10%

/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提）、固定管理费0.20%/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

提）。

（10）资金投向：货币市场类0%-100%、债券市场类0%-100%、权益类0%-20%、金融衍生品类0%

-5%（仅限于风险市场对冲）。

4、华夏银行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35号三个月定开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代码：208212403502

（2）产品起息日：2021年1月15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14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1年1月14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

（6）预期收益率：4.1%-4.2%（年化）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托管费0.05%/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提），销售手续费0.10%

/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提），固定管理费0.20%/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

提）。

（10）资金投向：货币市场类0%-100%、债券市场类0%-100%、权益类0%-20%、金融衍生品类0%

-5%（仅限于风险市场对冲）。

5、华夏银行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6号半年定开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代码：208212400602

（2）产品起息日：2021年2月8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8月6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1年2月8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

（6）预期收益率：4.23%-4.33%（年化）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托管费0.03%/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

计提），销售手续费0.10%/年（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提），固定管理费0.20%/年（以前

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每日计提）。

（10）资金投向：货币市场类0%-100%、债券市场类0%-100%、权益类0%-20%、

金融衍生品类0%-5%（仅限于风险市场对冲）。

6、青岛农商银行创富优享102号

（1）理财产品代码：NFU2A0102

（2）产品起息日：2021年1月25日

（3）产品到期日：2022年1月25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1年1月22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

（6）预期收益率：4.35%（年化）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托管费0.006%,固定管理费率0.01%，运营服务费

0.008%。

（10）资金投向：固定收益类资产80%-100%，其他类资产0%-20%。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投资理财产品，在该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及

子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

金安全，并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1、为控制风险，公司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在以上额度内只能用于购买一年以内的理财产品。

2、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产品，公司经营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将资金安全性放在首位，谨

慎决策，公司经营管理层将跟踪所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等，如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3、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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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托方情况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

1、华夏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600015）、中国光大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公司代码：601818），青岛农商银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002958）， 威海市

商业银行为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09677.HK）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二）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由公 司财务部负责具体组

织实施。管理层对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 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

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未发现存在损 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年度 2020年前三季度

资产总额 8,662,925,044.02 10,152,929,153.90

负债总额 2,769,011,256.45 3,690,819,204.11

资产净额 5,893,913,787.57 6,462,109,949.79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87,252,376.34 947,692,001.67

公司2019年度、2020年前三季度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1.96%、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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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货币资金为45,529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134,

956万元。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66,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两项合

计的36.57%，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日常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 理财产品中保本浮动收益、

非保本浮动收益的产品报表列报“交易性金融资产” ，理财产品中保本保收益产品报表列报“其他流动

资产” ，赎回时产生的理财收益在 “投资收益”项目中列示。

公司近期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投资，

可以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尽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收益将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1、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标的价值和价格会受到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而波动，会使得

收益水平不能达到预期年化收益率。

2、流动性风险：若公司经营突发重大变化，理财计划发生巨额赎回，将面临不能提前赎回理财产品

的风险。

3、政策风险：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将影响理财

计划的预期收益、受理、投资、偿还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4、信用风险：理财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债券市场信用产品，可能面临发债企业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况，

将影响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的实现。

六、截至本公告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固定期限短期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118,

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天）

金能科

技

中国民

生信托

中民永丰2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信托产品 2,000 5.1%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9-18 2021-3-17 180

金能化

学

威海市

商业银

行

稳健成长（2020）162期

银行理财

产品

13,000 4.2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2-16 2021-3-24 98

金能化

学

华夏银

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26号

半年定开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3,000 4.2%-4.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9-30 2021-3-30 181

金能化

学

华夏银

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35号

三个月定开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1%-4.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1-1-15 2021-4-14 89

金能化

学

中国民

生信托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丰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产品 2,000 5.1%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1-3 2021-5-12 190

金能化

学

中国光

大银行

阳光橙增盈绝对收益策略

银行理财

产品

13,000 4.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1-19 2021-5-19 181

金能化

学

华夏银

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 6�号

半年定开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23%-4.3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1-02-08 2021-08-06 179

金能化

学

青岛农

商银行

青岛农商银行创富优享71

号（合格投资者专属）理财

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20,000 4.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9-25 2021-9-24 364

金能化

学

华夏银

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4号封

闭式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5,000 4.3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0-22 2021-10-22 365

金能化

学

青岛农

商银行

创富优享86号（合格投资者

专属）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3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0-23 2021-10-22 364

金能化

学

华夏银

行

龙盈固定收益类尊享5号封

闭式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4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0-12-30 2021-12-30 365

金能化

学

青岛农

商银行

青岛农商银行创富优享102

号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 4.3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21-1-25 2022-1-25 365

注：所有产品到期日以实际赎回日期为准。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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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00.00 208,000.00 2,550.22 118,000.00

合计 326,000.00 208,000.00 2,550.22 118,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0.3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3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1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2,000

总理财额度 220,000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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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住所及名称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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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步长制药” ）于2021年3月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住所及名称变更的议案》，控股子公司泰州赛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赛华” ）及无锡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华派” ）因业

务发展需要，拟对住所及名称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住所变更情况

（一）泰州赛华

变更前：泰州市陆家路西侧、滨河路北侧

变更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56号（以工商核准为准）

（二）无锡华派

变更前：无锡市新吴区长江南路35-501号

变更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56号（以工商核准为准）

二、名称变更情况

（一）泰州赛华

变更前：泰州赛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后：杭州赛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为准）

（二）无锡华派

变更前：无锡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后：杭州锡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为准）

三、授权公司董事长赵涛、总裁赵超办理变更公司住所及名称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

文件，提交政府审批申请文件等，本授权可转授权。 确认管理层前期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及名称的准备工

作。

四、本次控股子公司住所及名称变更后，其公司章程亦做相应调整，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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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调整投资基金出资份额转让方

案暨减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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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资情况

（一）背景概述

2017年6月21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投资武汉瑞伏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认购人民币1.9亿元的合伙份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3

日披露的《关于拟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2017年9月4日，公司与投资基金管理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伏博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

人武汉瑞羲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投资基金参与认购方正式签署《武汉瑞伏医疗健

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确认本次投资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5日披

露的《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9）。

2017年12月18日，投资基金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披露的 《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2）。

2019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转让出资

份额的议案》，公司拟将其在投资基金的6,750万元基金份额转让给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高新” ），转让后公司认缴出资总额变为1.225亿元，出资比例变为19.9187%。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暨转让部分份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96），以及2019年9月18日披露的《关于转让部分投资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0）。

（二）本次拟调整投资基金出资份额转让方案暨减资的具体情况

由于投资基金募集资金规模无法达到原定金额，投资基金总规模拟变更为6.15亿元，为了控制公司

持股比例，经投资基金同意并经各方沟通，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布局特点和相关因素，公司拟变更转让方

案，原拟转让的6,750万元基金份额为认缴份额，现不再转让，变更为减少等额投资基金份额，减资后，公

司在投资基金中的认缴出资总额变为1.225亿元，出资比例变为19.9187%，未来公司将按变更后的认缴

比例、认缴出资额开展后续业务。

（三）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调整投资基金出资

份额转让方案暨减资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赵涛、总裁赵超办理减资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相关文件，提交政府审批申请文件等，本授权可转授权。确认管理层前期关于减资的准备工作。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瑞伏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武汉瑞羲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黄瑞瑨）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7年2月8日

主要经营场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生物创新园C4栋130室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

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基金现状：本次减资完成后，基金募集总规模为61,500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投资基金总资产58,981.95万元， 净资产58,408.88万元，

2020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4,243.29万元。 （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减资后该投资基金合伙人认购情况：

主体

变更后

变更后认缴出资额（单

位：万元）

变更后比例

实缴出资额（单位：

万元）

普通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伏博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 1.30% 620.4

有限合伙人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250 19.92% 9,500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6.26% 7,755

平阳箴言瑞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8.13% 3,877.5

厦门西海控股有限公司 4,000 6.50% 3,102

平潭综合实验区睿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00 8.13% 3,877.5

王琼 1,000 1.63% 775.5

北京寰宇善通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000 8.13% 3,877.5

共青城星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4.88% 2,326.5

上犹益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00 3.25% 1,551

上海桔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0 3.38% 1,040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370 18.49% 8,060

合计 61,500 100% 46,362.9

注：以上基金合伙人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伏博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西海控股有限公司、共

青城星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犹益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桔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实缴出资但尚未完成工商登记。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投资基金出资份额转让方案，减资投资基金，综合考虑了公司战略布局特点和相关因素，

整合公司资源，为公司进一步实施发展战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和持续经营，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对上述减资事项表示同

意。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减少投资基金投资额，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整合公司资源，进一步推进公司的战

略发展，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规定对本次投资后续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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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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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宣

肺败毒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宣肺败毒颗粒

主要成分：麻黄、石膏、麸炒苍术、广藿香等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装10g（相当于饮片119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中药3.2类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上市许可持有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369号

生产企业：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369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210003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6年03月01日

证书编号：2021S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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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本品上市。

二、药品其他情况

处方来源：宣肺败毒颗粒处方由麻杏石甘汤（《伤寒论》汉·张仲景）、麻杏薏甘汤（《金匮要略》汉·

张仲景）、葶苈大枣泻肺汤（《金匮要略》汉·张仲景）、苇茎汤（《外台秘要》唐·王焘）、不换金正气散

（《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宋·太平惠民合剂局）五个古代经典名方加减化裁而来。

功能主治：宣肺败毒颗粒主要用于宣肺化湿，清热透邪，泻肺解毒。 用于湿毒郁肺所致的疫病。 症见

发热，咳嗽，咽部不适，喘促气短，乏力，纳呆，大便不畅；舌质暗红，苔黄腻或黄燥，脉滑数或弦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宣肺败毒颗粒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6,293.4万元人民币。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本次获得宣肺败毒

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继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对公司的

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后生产和销售容易

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后续公司将依据要求积极展开相关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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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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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2

月24日发出，会议于2021年3月2日13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5人，实参会董事15人，会议由董

事长赵涛先生主持。 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山

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控股子公司住所及名称变更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赛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无锡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 拟对

名称及注册地址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住所

及名称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拟调整投资基金出资份额转让方案暨减资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投资武汉瑞伏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投资基金” ）募集资金规模无法达到原定金额，投资基金总规模拟变更为6.15亿元，为了控制公司

持股比例，经各方沟通并确认，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布局特点和相关因素，公司拟变更转让方案，不再转让

拟转让份额，变更为减少等额投资基金份额，减资后，公司在投资基金中的认缴出资总额变为1.225亿

元，出资比例变为19.9187%。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调整投资基金

出资份额转让方案暨减资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319� � � � � � � �证券简称：ST亚星 公告编号：2021-031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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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亚星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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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3,23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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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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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海滨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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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王晓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温德成先生、张巍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吴青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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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95,139 99.8773 19,401 0.0171 119,500 0.1056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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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95,139 99.8773 19,401 0.0171 119,500 0.1056

3、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合同履约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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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7,339 99.8174 87,201 0.0770 119,500 0.1056

4、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为子公司合同履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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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7,339 99.8174 87,201 0.0770 119,500 0.1056

5、 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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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94,610 99.5535 105,201 0.2272 101,500 0.219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曹希波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08,687,351 95.9846 是

6.02

选举王秀萍女士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08,687,462 95.9847 是

6.03

选举谭腾飞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08,687,573 95.9848 是

6.04

选举翟悦强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08,687,684 95.9849 是

6.05

选举韩海滨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08,687,795 95.9850 是

6.06

选举李文青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12,947,240 99.7467 是

7、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选举周祎女士为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08,587,178 95.8962 是

7.02

选举刘秀丽女士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08,587,018 95.8960 是

7.03

选举付兴刚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08,586,907 95.8959 是

8、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张连勤女士为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108,688,035 95.9853 是

8.02

选举王钦志先生为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108,692,473 95.9892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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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508,448 97.011 19,401 0.4175 119,500 2.5714

2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4,508,448 97.011 19,401 0.4175 119,500 2.5714

3

关于为子公司合同履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4,440,648 95.552 87,201 1.8764 119,500 2.5714

4

关于增加为子公司合同履约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4,440,648 95.552 87,201 1.8764 119,500 2.5714

5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4,440,648 95.552 105,201 2.2637 101,500 2.1840

6.01

选举曹希波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100,660 2.1660

6.02

选举王秀萍女士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100,771 2.1684

6.03

选举谭腾飞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100,882 2.1707

6.04

选举翟悦强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100,993 2.1731

6.05

选举韩海滨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101,104 2.1755

6.06

选举李文青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4,360,549 93.829

7.01

选举周祎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87 0.0105

7.02

选举刘秀丽女士为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27 0.0070

7.03

选举付兴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6 0.0046

8.01

选举张连勤女士为第八届监事

会监事

101,344 2.1807

8.02

选举王钦志先生为第八届监事

会监事

105,782 2.27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4、5、6.01-6.06、7.01-7.03、8.01-8.02。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萍女士、潘杨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由此作出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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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4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 � � � �编号：临2021-032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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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付振亮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于2021年3月2日召开二届十三次职工代表全委会会议进行了职工

监事的选举，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徐光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徐光春先生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徐光春先生将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徐光春，男，汉族，1979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历任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负责人、进出口公司副

经理。 现任本公司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潍坊亚星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证券代码：000961� � �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1-037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质押的公告（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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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中南城投” ）有关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质押

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

质押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中南

城投

是 10,000,000 0.49% 0.26% 否 是

2021年

3月2日

2022年

12月28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分公司

补充

质押

2、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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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中南城投 2,056,822,360 53.78% 1,181,776,210 57.46% 30.90% 0 0 0 0

陈昱含 14,413,997 0.38% 0 0 0 0 0 10,810,498 75.00%

合计 2,071,236,357 54.16% 1,181,776,210 57.06% 30.90% 0 0 10,810,498 1.22%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为补充质押。

2、以2021年3月4日起算，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

况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2021年3月4日至

2021年9月3日

458,816,853 22.15% 12.00% 165,000

2021年9月4日至

2022年3月3日

156,100,000 7.54% 4.08% 59,500

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于中南城投自有资金。 中南城投资金偿付能力强，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无关，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中南城投质押的所持公司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股份质押均设立风险预警线和平仓线。若因股价

下跌，达到履约保障警戒线或最低线时，中南城投将采取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避免触及平仓线而引发平

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质押业务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603043� � �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1-006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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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徐伟兵 董事长 798,282股 0.1976%

赵利平 副董事长、总经理 529,370股 0.1310%

上述股份均为徐伟兵、赵利平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该股份已于2018

年6月2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9月4日至2021年3月3日期间，徐伟兵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窗口期等不

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不超过199,000股；赵利平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窗口期等

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不超过60,000股。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广州

酒家：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区间届满，徐伟兵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198,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491%；赵利平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27,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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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伟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98,282 0.1976% IPO前取得：798,282股

赵利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29,370 0.1310% IPO前取得：529,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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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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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徐伟兵 198,500 0.0491%

2020/9/4～

2021/3/3

集中竞价

交易

38.65－44.70 7,940,320 未完成：500股 599,782 0.1485%

赵利平 27,000 0.0067%

2020/9/4～

2021/3/3

集中竞价

交易

43.30－44.60 1,184,704

未完成：33,

000股

502,370 0.124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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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1年2月1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偿还公司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

司向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 ）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新世纪公司借款的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总经理张丹丹女士代表公司与新

世纪公司签署《借款合同》等法律文件。

2021年3月3日，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在东莞市签署了《借款合同》。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合同》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借款金额、期限和利率

公司因资金需要，向新世纪公司申请借款人民币贰拾亿元整（￥2,000,000,000.00元），新世纪公

司同意向公司提供前述借款。

双方商定：《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在贰拾亿元额度内（即在任一时点公司向新世纪公司

借款本金余额不超过20亿元），公司可根据各时段的资金需求，分期借款，分期还款。各期的借款期限不

超过一年，各期借款的实际借款期限，自每期借款汇至公司指定银行账号之日起至每期借款本息归还之

日止。 借款利率为10%/年，各期借款的借款利息按该期借款的实际借款天数计算，按季度付息，每季度

末月20日为付息日。 如遇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该付息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2．违约责任

公司应依约按时偿还新世纪公司的借款本息。如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则构成违约，公司应承担违约责

任。

3．其他

公司拟在借款到期后展期且征得新世纪公司同意的，公司可就《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申请展期。 如

申请展期，公司须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并提前通知新

世纪公司。 如涉及信息披露的，公司应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4．生效条件

《借款合同》经双方签章生效。

三、备查文件

《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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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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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询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在2021年3月1日、3月2日、3月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陕西鼓风机（集团）

有限公司发函询问，具体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

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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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目前尚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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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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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