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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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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8号）文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5,584,556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39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89,999,

984.8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4,575,584.5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365,424,400.28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5月8日全部到位，已经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验字[2020]361Z0033号《验资报告》验证。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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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公司从2020

年5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

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详见公司2020-085号公告。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结算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续状态

1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漳州市芗城区

支行

935007010016316681 已注销

2

襄阳傲新生态牧业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龙文支行

8111301012500569808 正常使用

3

庆云傲农旭成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漳州分行

631869137 本次注销

4

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3033 正常使用

5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分行

80601300001158 已注销

6

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2624 正常使用

7

乐山傲新育种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金融中心支行

40328001040059589 正常使用

8

吉安市吉州区鸿图养

殖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思明支行

4100020729200052963 已注销

9

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4077 正常使用

10

江苏傲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观音山支行

415678905887 正常使用

11

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厦禾支行

35150198160100001744 正常使用

12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2596 正常使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2020年9月7日，公司办理完毕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4100020729200052963）的销户手续，详见公司2020年9月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1）。

2020年12月4日， 公司办理完毕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市芗城

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935007010016316681）的销户手续，详见公司

2020年12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注销部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15）。

2020年12月23日，公司办理完毕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80601300001158）的销户手续，详见公司2020年12月26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242）。

鉴于公司“年存栏10,000头父母代母猪场项目”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631869137）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

毕，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的管理，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

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负责该项目实施的子

公司庆云傲农旭成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以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

止。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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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7,898.90 461,445.45 -11.60%

营业利润 -14,327.71 -35,563.82 59.71%

利润总额 -14,738.97 -35,609.16 5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068.46 -34,004.55 5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59 59.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7.28% 3.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60,757.63 1,380,158.68 -1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07,872.84 448,752.76 -9.11%

股本（股） 580,772,873.00 580,772,87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7.02 7.73 -9.18%

注：①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②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公司位于南京、安徽、重庆、山

东的主要生产基地复工、复产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工厂间歇性停产、停工，开工率不足、产量下

降、销量下滑、成本上升，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冲击；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好转，公司全

力加速复工、复产，生产经营、开工率和产销量逐步恢复。 同时，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和成本管控，

提升经营质量，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同比明显下降。

但受金融环境影响、资产减值等造成公司2020年业绩出现较大亏损，具体是：

1、受金融环境影响，部分债务逾期，融资成本上升，致使财务费用同比增加约7,500万元。

2、公司聚焦主业，积极推进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升级、新项目建设，致使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约3,400万元。

3、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等约11,200万元。

公司预计2020年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11,240万元

（上年同期为2,991.82万元），主要为政府补助、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等。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业绩预告修正前后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4,200.00万元－6,300.00万

元

亏损:14,068.46万元

亏损:34,004.55万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2.35%－

118.53%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

58.63%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4,700.00万元－6,800.00万

元

亏损:25,309.39万元

亏损:36,996.37万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81.63% －

87.30%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

31.59%

营业收入

402,000.00万元－425,000.00万

元

407,898.90万元 461,445.45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

入

402,000.00万元－425,000.00万

元

402,955.08万元 453,829.7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23元/股－0.1085元/股 亏损:0.2422元/股 亏损：0.5855元/股

注：修正后，本报告期扣除与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包装物、销售材料

等）金额约4,900万元（上年同期扣除金额为7,615.67万元），扣除后本报告期的营业收入金额

402,955.08万元。

2、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1-008）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

（1）受金融环境影响，部分债务逾期，融资成本上升，致使财务费用同比增加约7,500万

元。

（2）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约11,200万元。

鉴此，公司董事会就前述差异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业绩快报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预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

分歧。

2、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尚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进行审计、

评估后确定，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0年7月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202008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

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若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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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1,860.00万元－2,550.00万元

盈利：769.5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1.71%－231.3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20元/股－0.0439元/股 盈利：0.0132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元” 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预计同向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内经济明显回暖，农化行业景气度

和市场需求提升，公司产品产销量增加，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相应增长。二是，去年同期受新冠

疫情影响，公司生产和销售受到一定冲击，经营业绩基数较低。

公司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1,

570万元（上年同期为5,475.56万元），主要为政府补助等。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于2020年7月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 沪证专调查字202008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

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若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83� � � � � �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44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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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07号）核准，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剑桥科技” ）向13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224,806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30.96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49,999,993.7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8,975,224.66元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31,024,769.1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0年4月17日出具信

会师报字[2020]ZA10900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施专户存储管

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用途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截至2021年3月31日

累计投资额

实施单位

1

高速光模块及5G无线通

信网络光模块项目

64,696.80 64,696.80 33,054.16 剑桥科技

2 补充流动资金 10,303.20 10,303.20 10,303.20 剑桥科技

合计 75,000.00 75,000.00 43,357.36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1,799,378.93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4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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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2020-042）。

2021年1月14日， 公司将上述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5,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8,000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剩余17,000万元人民币未归还。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关于归

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5）。

2021年4月2日，公司将上述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7,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中的8,

000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剩余9,000万元人民币未归还。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4月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 《关于归还

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8）。

2021年4月9日，公司再次将人民币9,000万元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至此，公司董

事会2020年4月27日决议提取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

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1-041）。

2、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8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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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2020-076）。 该笔资金尚未归还。

3、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1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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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2021-008）。 该笔资金尚未归还。

4、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

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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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2021-040）。 该笔资金尚未归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且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含本次补流）累计余

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

四、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银行短期借款，降低财务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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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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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暂时

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

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并承诺若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将随时利用自

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度。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向全体董事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的通知，并

于2021年4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Gerald� G� Wong先生召集，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姚铮先生、任远先生和刘贵松先生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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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等有关规定。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姚铮先生、任远先生和刘贵松先生就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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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

实际使用情况，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同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发表意见如下：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排，且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上

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

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中信证券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七、报备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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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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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9日向全体监事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1年4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杨须地先生召集，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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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和资金安排，且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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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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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权益登记日：2021年4月14日

●股权激励权益登记数量：股票期权1,562.00万份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于2021年3月4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并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

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21年

3月4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权益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权益登记情况

2021年3月4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5日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3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3）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4）；确定2021年3

月4日为授予日，向58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586.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2.91元/股。 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法律顾问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2021年4月14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权益登记工作，登记股票期权1,562.00万

份，实际登记数量与首次授予数量存在差异系因在授予日后至权益登记期间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放弃权益及15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成为激励对象的资格， 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合

计24.50万份按《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予登记。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实际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1年3月4日

2、授予数量：1,562.00万份

3、授予人数：567名

4、行权价格：12.9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

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权完成登记日起计。 授权日与首次可

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

交易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

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计划安排如下：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

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 在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

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宜。

（4）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①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A.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B.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C.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D.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E.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①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

公司注销。

②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A.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B.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C.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D.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E.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F.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②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

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③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1年-2022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考核会计年度 2021年 2022年

预设净利润目标值（A） 6,000.00 10,500.00

预设净利润门槛值（B） 4,500.00 7,875.00

各考核年度实现的净利润（X） 公司考核系数（K）

当X≥A 100%

当A＞X≥B （X/A）×100%

当X＜B 0%

注：上述“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

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行权期内，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 若各行权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

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公司注销激励对象

股票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④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

“A” 、“B+” 、“B” 、“B-” 、“C” 、“D”六个等级，分别对应个人评价系数（M）如下表所示：

考核等级 A或B+ B B- C或D

个人评价系数（M） 100% 75% 5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各期实际可行权数量=各期可行权额度×公司考核系

数（K）×个人评价系数（M）。

激励对象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7、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

益数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

总额比例

王志波 董事、首席运营官 10.00 0.57% 0.04%

程谷成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7.00 0.40% 0.03%

小计 17.00 0.98% 0.07%

核心管理及技术（业务）人员

（565人）

1,545.00 88.69% 6.13%

合计 1,562.00 89.67% 6.19%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票期权的登记情况

2021年4月1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予登记手续，登记股票期权1,562.00万份。

三、本次激励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

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公司于2021年3月4日首次授予的1,562.00万份股票期权需摊销的总费用为1,197.99万元，

具体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摊销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1,197.99 601.35 497.60 99.05

注：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股票期权未来不能行权的情

况；

2、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1963� � � � � � � �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1-014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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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16:00-17:2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地址 ： 路演中 （https://www.roadshowchina.cn） 和皓天云（http://stream.

wscloud.hk/webcast/site/entry/join-1a0bb8d14a7643ceaab17bbf6f490174）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

者关系邮箱：ir@cqcbank.com。 本行将于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以下简称“业绩发布会” ）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已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2020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2020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 本行拟于2021年4月22日16:00-17:20召

开业绩发布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发布会类型

业绩发布会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本行将针对2020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发布会召开的时间、地址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16:00-17:2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三） 网络直播地址： 路演中 （https://www.roadshowchina.cn） 和皓天云（http://stream.

wscloud.hk/webcast/site/entry/join-1a0bb8d14a7643ceaab17bbf6f490174）

三、参加人员

本行董事长林军、行长冉海陵、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彭彦曦，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2日16:00-17:20登录前述网址观看业绩发布会，本行将通过路演中

和皓天云及时回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19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者关系

邮箱：ir@cqcbank.com。 本行将于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23)63799024

电子邮箱 ：ir@cqcban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发布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路演中（https://www.roadshowchina.cn）回看本次业

绩发布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39、299901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 2021-041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1-3月）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

益持有者的净利润

预计盈利：1,300,000千元至1,650,000千

元

亏损：641,450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

益持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预计盈利：1,200,000千元至1,500,000千

元

亏损：539,324千元

基本每股收益（注） 预计盈利：0.3474元/股至0.4448元/股 亏损：0.1929元/股

注：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已扣除了计提本公司已发行的永续债的利息影响。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未经本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其附属公司合

称“本集团” ）2021年1-3月的合并业绩较去年同期预计扭亏为盈，主要因为：

1、去年同期本集团各业务板块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同程度影响，导致本公司去

年一季度业绩出现亏损；

2、全球经济呈加速复苏态势，国际贸易维持高景气度，市场对集装箱的需求持续处

于高位。本年一季度较去年同期，本集团集装箱业务干箱销量增长174%，冷藏箱销量增

长82%，营业收入实现大幅上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本公司初步测算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

站（www.hkexnews.hk）。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98� � � � � � � � � �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2021－013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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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宁波市江北区财政局、宁波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局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20年度第一批服

务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北区财政[2021]28号），对2020年度符合服务业产业政策的企业予以政策

扶持。截至2021年4月13日，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已收到上述全部服

务业扶持资金8,250,000元。

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27,550,

000元，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净利润的10.5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现公告已收到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如下：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

（元）

收到时间

与资产/

收益相关

补助依据

浙能富兴海运

有限公司

产业扶持

资金

19,300,

000

2020年3月 收益

宁波大榭开发区财政局 《关

于下达2021年度第七批财政

补助资金的通知》

宁波海运股份有

限公司

产业扶持资

金

8,250,000 2020年4月 收益

宁波市江北区财政局、 宁波市江北

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2020年

度第一批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

知》（北区财政[2021]28号）

合 计 27,55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各项政府补助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处理原则为：

与收益相关的，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确认为递延收益，自长期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长期资

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

上述累计获得的政府补助27,550,000元计入其他收益，确认为公司2021年度当期损益。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以上政府补助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770� � � � �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09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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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3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简称“上证路演中

心”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0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公司

邮箱：zygf@zy600770.com，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9日披露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公司决定于2021年4月22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

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3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昝圣达先生，董事、总经理杨朦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顾政巍女士，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钱志华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将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30-11:3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本次

业绩说明会，公司将以文字直播方式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0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公

司邮箱：zygf@zy600770.com，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顾政巍、邢雨梅

电话：0513-86639987

电子邮箱：zygf@zy600770.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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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报业绩预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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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019,553.91元-82,078,

375.35元

50,980,357.36元

55%-6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8元/股 盈利：0.1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由于疫情原因公司业务有所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业务逐渐恢

复正常。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各项业务均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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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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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74,000万元–91,000万元 亏损：59,380.2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1.85元/股–2.28元/股 亏损：1.4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1年一季度出现亏损主要是受宏观及行业趋势影响， 收入大幅减少所致。

2021年春运在局部疫情反弹、“就地过年” 等各类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民航客运航班量

及票价均处于较低的水平。春运后期出现回暖，但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收入不及预期仍

然存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