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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转让部分交大昂立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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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2021年9月29日、2021年10月15日， 经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以人民币3.8元/股的价格分别向丽水农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或其指

定主体、上海新诚新创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其指定主体协议转让39,072,641股、

40,476,450股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昂立” 、“标的公司” ）股

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拟出售部分交大昂立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0）。

二、交易进展

2021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与丽水农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指定主体———丽水

农帮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新诚新创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指定主

体———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HLDJK0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21年9月9日

出资额：16,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庆元农帮菌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绿谷大道309号国际车城15号楼11层

-223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品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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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丽水农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93.75% 有限合伙人

2 庆元农帮菌业有限公司 1,000 6.25% 普通合伙人

注：丽水农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拟出售部分交

大昂立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61） 之 “二、 本次交易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丽水农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没有关系，也没有使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HLGP97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21年9月27日

出资额：16,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新诚海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绿谷大道309号国际车城15号楼1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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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科技中介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旅游开发项

目策划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品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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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上海新诚新创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000 93.75% 有限合伙人

2 上海新诚海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 6.25% 普通合伙人

注：上海新诚新创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拟出

售部分交大昂立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1）之“二、本次交易对象的基

本情况（二）上海新诚新创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也没有使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关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甲方：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

①标的股份：39,072,641股标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5.01%） 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权权益 （包括该等股份项下所有附带权益及权利）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乙方愿意受让该等股份。

②转让价格：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中每股价格为3.80元。 本次股份转让总

价款为148,476,035.80元。

③交易价款支付安排如下：

I.本协议生效后，且于2021年10月30日前甲方与乙方应相互配合，以甲方名义开

立甲乙双方共管的银行共管账户。 共管账户开具后十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

款3,000万元。

II.乙方于2022年1月30日前向该等共管账户支付全部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III.在甲方完成交割义务后三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配合将共管账户内的全部款

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共管账户内的孳息归属于甲方。

2、交割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本次交易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完成

交割。 双方确认，下列事项完成后，视为甲方履行完毕标的股份交割义务：

①双方确认，在共管账户收到全部剩余股份转让总价款的前提下，甲方至迟应于

2022年1月30日前就标的股份的过户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过户手续。

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标的股份登记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 “交

割日” 。 此时甲方的交割义务全部履行完毕。

自交割日次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

东义务。

3、股份转让后的公司治理

甲、乙双方就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乙方有权依法对标的公司的董事、

监事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等根据章程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

4、合同终止

在下述情况下，任一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其他双方终止本协议：

如果任何禁止、阻止本协议项下交易完成的法律或者政府法令、监管部门的要求

变为最终且无法推翻，本协议因此解除或终止的，甲乙互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含已经

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5、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应付款项或未按本协议的约定配合将共管账户内全

部款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则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

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且甲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如甲方选择解除本协议的，本协

议自甲方的解除通知送达乙方后解除，（如果标的股份已完成交割， 乙方应于收到甲

方的解除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将标的股份重新登记至甲方名下， 办妥相关的过户登记

手续）。 如该等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乙方还应继续向甲方承担

赔偿责任直至甲方的全部损失得以弥补为止。

本协议生效，且乙方履行了相应付款义务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甲方自身

原因未按照约定完成股份交割义务的， 则甲方应当按照交易股份转让总价款的万分

之五的标准， 按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按日收取的违约金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0

日）。 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如乙方选择解除本协议的，本协议

自乙方的解除通知送达甲方后解除。（如果标的股份已部分交割的，甲方应于乙方发

出解除通知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退还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利息及违约金，同时乙方

将标的股份重新登记至甲方名下，办妥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如该等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因此所遭受

的损失，甲方还应继续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直至乙方的全部损失得以弥补为止。

（二）《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关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甲方：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

①标的股份：40,476,450股标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5.19%） 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权权益 （包括该等股份项下所有附带权益及权利）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乙方愿意受让该等股份。

②转让价格：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中每股价格为3.80元。 本次股份转让总

价款为153,810,510.00元。

③交易价款支付安排如下：

I.本协议生效后，且于2021年10月30日前甲方与乙方应相互配合，以甲方名义开

立甲乙双方共管的银行共管账户。 共管账户开具后十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

款3,000万元。

II.乙方于2022年1月30日前向该等共管账户支付全部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III.在甲方完成交割义务后三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配合将共管账户内的全部款

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共管账户内的孳息归属于甲方。

2、交割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本次交易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完成

交割。 双方确认，下列事项完成后，视为甲方履行完毕标的股份交割义务：

①双方确认，在共管账户收到全部剩余股份转让总价款的前提下，甲方至迟应于

2022年1月30日前就标的股份的过户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过户手续。

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标的股份登记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 “交

割日” 。 此时甲方的交割义务全部履行完毕。

自交割日次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

东义务。

3、股份转让后的公司治理

甲、乙双方就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乙方有权依法对标的公司的董事、

监事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等根据章程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

4、合同终止

在下述情况下，任一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其他双方终止本协议：

如果任何禁止、阻止本协议项下交易完成的法律或者政府法令、监管部门的要求

变为最终且无法推翻，本协议因此解除或终止的，甲乙互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含已经

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5、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应付款项或未按本协议的约定配合将共管账户内全

部款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的，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则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

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且甲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如甲方选择解除本协议的，本协

议自甲方的解除通知送达乙方后解除，（如果标的股份已完成交割， 乙方应于收到甲

方的解除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将标的股份重新登记至甲方名下， 办妥相关的过户登记

手续）。 如该等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乙方还应继续向甲方承担

赔偿责任直至甲方的全部损失得以弥补为止。

本协议生效，且乙方履行了相应付款义务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甲方自身

原因未按照约定完成股份交割义务的， 则甲方应当按照交易股份转让总价款的万分

之五的标准， 按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按日收取的违约金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0

日）。 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如乙方选择解除本协议的，本协议

自乙方的解除通知送达甲方后解除。（如果标的股份已部分交割的，甲方应于乙方发

出解除通知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退还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利息及违约金，同时乙方

将标的股份重新登记至甲方名下，办妥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如该等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因此所遭受

的损失，甲方还应继续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直至乙方的全部损失得以弥补为止。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关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关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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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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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中交

世茂（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世茂” ）37%股权，中交世茂由于经营需要，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新城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179,998.5682万元，我司按持股比例

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超过66,599.47万元， 中交世茂向我司提供相应

反担保。

我司曾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2021年1月29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

我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66,599.47万元，未超过经审批的担保额度，不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情况及担保额度使用情况见下表（单位：万元）：

类别

经审批可用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前已用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已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

司

1,608,700 1,047,399.41 66,599.47 1,113,998.88 494,701.12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控股子公

司

310,000 169,012.61 0 169,012.61 140,987.39

合营或联营企业 265,500 51,000 0 51,000 214,500

合计 2,184,200 1,267,412.02 66,599.47 1,334,011.49 850,188.5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交世茂（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3月12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宗鸣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4至24层内20层2004单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不含电动

自行车）、电子产品；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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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7%股权，北京茂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北京金地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28%股权。

中交世茂是我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年末/

2020年

649,631.47 602,358.46 47,273.02 -2,748.94 -2,070.51

2021年6月末/

2021年1-6月

874,554.37 828,208.66 46,345.72 -1,244.84 -927.30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新城支行

债务人：中交世茂（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1.保证范围：全部债务本金的37%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我司为中交世茂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中交世茂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符合我司

整体利益；中交世茂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我司对中交世茂合并财务报

表，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中交世茂向我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

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2021年9月30日我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

保余额1,369,216.48万元，占2020年末归母净资产的447.25%。 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201,895.57万元，占2020年末归母净资产的65.95%。 无逾期担保，无

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1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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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87� � � � � �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原控股股东减少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

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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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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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原控股股东孚日控股通过大宗交易受让其一致行动人智臻26号信托计划

持有的580.00万股股份，交易完成后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

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一、概述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6日收到公司原控

股股东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控股” ）的通知，孚日控股实际

控制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智臻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智臻26号信托计划” ）的产品即将结束，智臻26号信托计划持有公司580.00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0.64%。 孚日控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智臻26号信托计划持有的

股份，交易完成后孚日控股将直接持有公司5.60%的股份，智臻26号信托计划不再

与孚日控股是一致行动人。

本计划实施前，孚日控股持有公司股份4,5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6%；

孚日控股通过智臻26号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58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本计划实施后，孚日控股直接持有公司5,08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0%。 本次

股份变动系孚日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

导致孚日控股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的变更。

二、交易的主要内容

1、转让原因：智臻26号信托计划结束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

3、转让价格：根据转让时市场价格确定。

4、转让股份来源：智臻26号信托计划从市场增持的股份。

5、转让时间：2021年10月26日

6、转让数量及比例：孚日控股通过大宗交易受让智臻26号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

580.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三、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8年5月8日孚日控股出具了关于智臻26号信托计划增持完成的承诺： 增持

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即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个月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已于2018年11月8日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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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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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邦制药”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注射用甲泼

尼龙琥珀酸钠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英文名/拉丁名：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40mg（按C22H3005计）

申请事项：一致性评价申请，同时提出补充申请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43136

受理号：CYHB2050475

通知书编号：2021B03623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是一种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冻干粉， 具有很强的抗炎、 抗过

敏、抗休克、免疫抑制等作用，在临床用于危重病人的急性期和危重期，以及急救后的维持治

疗。 主要用于抗炎治疗、免疫抑制治疗、血液疾病、肿瘤、休克治疗、内分泌失调。 特别适用于

需要作用强、起效快的急速治疗的疾病状态。

根据米内网全国放大版的医院数据（含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医院、乡

镇卫生院）显示，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在2019年、2020年的销售额分别约为24亿元、19

亿元，包含的规格有20mg、40mg、125mg、250mg、500mg、1.0g、2.0g，其中占市场主导的规

格为40mg，该规格在2019年、2020年的销售额分别约为17.3亿元、13.41亿元。 华邦制药现有

的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规格为40mg和500mg，本次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是40mg

规格，500mg规格已于2021年6月通过了一致性评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7）。

华邦制药作为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mg）第三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将有

资格参与国家集中带量采购。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华邦制药产品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有利于后续市场扩展；如后期被纳入集中带量采购，可能会有药品降价的风险。

药品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供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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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2020）川01民初314号借款

合同纠纷的进展暨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进行报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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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截至公告日，公司6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5个为母公司账户，1

个为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

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额度

为32,703.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06.47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于

2020年8月初发现公司涉及一起新增案件（2020）川01民初314号借款纠纷，该案已

于2020年7月24日开庭审理。 公司此前未收到法院寄送的任何材料， 发现案件信息

后，公司立即聘请律师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取得联系，沟通核实相关情况

并取得该案起诉状、借款合同等材料。 原告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西藏发展归还借款本金 25,326,681.84元， 给付借款利息 12,914,148.79元，

给付2020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日期限的以借款本金 25,326,681.84元为基础，按照

月利率 2%计算所得的借款利息； 请求判令被告北京金丰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甘肃三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三洲实业有限公司、

储小晗、李佳蔓对被告西藏发展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承担

本案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保全成本。

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取得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

川01民初314�号之二），一审裁定驳回原告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 主要

内容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拉萨市公安局邮寄的材料能反映西藏发

展时任董事长王承波等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决定刑事拘留，王承波涉嫌合

同诈骗罪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能反映王承波并不认可案涉借款合同签订的

真实性，案涉借款正处于拉萨市公安机关的调查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

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

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

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之规定，本案应驳回起诉。

2020年10月29日， 公司通过本案委派律师取得原告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

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上诉状。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不服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以西藏发展等一审被告为被上诉人，向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其上诉请求为： 请求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0）川01民初31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请

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保全成本由全体被上诉人共同

承担。

2021年4月15日， 公司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关于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诉西

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的进展情况说明。 2021年4月15日14:30，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本案组织了二审开庭审理，公司委派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到庭参加

了案件庭审。公司委派律师向法庭提出：案涉借款应属拉萨市公安局侦办的王承波、

吴刚等人合同诈骗一案的侦查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

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符合法律规定。 现因该案需补充证据，待法院通知后续开庭时间。 本案未当庭宣判。

2021年9月24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通过委派律师事务所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川民终304号），主要内容如下：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相

关证据未质证的问题。 在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向拉萨市公安局发出《协助取证函》

以及拉萨公安局向一审法院邮寄的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调查

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对证据的来源、调查收集的过程、证明的事项等听取当事

人的意见。 一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质证并听取意见，将收集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的依

据，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 宏祥顺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本案所

涉借款是否已纳入王承波、储小晗等人犯罪嫌疑的侦查范围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院

依职权就案涉是否纳入侦查范围向拉萨公安局核实，根据该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回

函内容可以认定，目前案涉借款未纳入公安机关侦查范围。 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

不当，应予纠正。 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综上，上诉人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

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

如下：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初314号之二民事裁定；2、

本案指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上述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8� 日、2020� 年 10� 月 14� 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2021年4月16日2021年9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94、2020-104、2020-112、

2021-031、2021-103。

二、本案最新进展

公司于近日就本案中涉及的相关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

安局经侦支队进行了报案。 2021年10月26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

西藏发展于2021年10月22日报称的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报成都宏祥顺商贸

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单位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拉公（经）受案字

﹝2021﹞3902号）。

后续，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工作，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将根据案件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发

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2018） 川01民初

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2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诉

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 案号：

（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0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号公告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5号公告

2019年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2号公告

2019年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6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8号公告

2019年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2号公告

2019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1号公告

2020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9号公告

2020年5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6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团

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2018）浙

01民初3924号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号公告

2019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56号公告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1号公告

2019年9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5号公告

2019年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9号公告

2019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3号公告

2020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59号公告

2020年6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5号公告

2020年7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0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告

2021年1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4号公告

2021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2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业

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18）浙

0103民初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号公告

2019年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3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4号公告

2020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4号公告

2020年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42号公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7号公告

2020年1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5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告

2021年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5号公告

2021年6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76号公告

2021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84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展

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案字第

1227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4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2021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2021年4月2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2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尔小贷

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号：（2018）渝0103民

初30492号

2019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5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5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7号公告

2019年7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8号公告

2019年9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6号公告

2019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5号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8号公告

2020年1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6号公告

2021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5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19）川0107民

初10403号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1号公告

2019年1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7号公告

2020年5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2号公告

2020年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3号公告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2号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8号公告

2020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01号公告

2020年1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6号公告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1号公告

2021年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8号公告

2021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号公告

2021年5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45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晟辉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

纠纷，案号：（2019）川0112民初6523号

2019年1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1号公告

2019年12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1号公告

2020年6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7号公告

2020年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8号公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6号公告

2021年3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1号公告

2021年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3号公告

2021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号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广通远

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号为：（2020）新01民初3号

2020年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8号公告

2020年3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0号公告

2020年6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0号公告

2020年7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0号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告

2021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84号公告

2021年9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0号公告

2021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7号公告

重庆中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方芳诉西藏

发展合同纠纷， 案号为：（2020） 渝05民初

1325号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4号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3号公告

2021年8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088号公告

2021年9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100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成都宏祥顺商贸

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

（2020）川01民初314号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4号公告

2020年10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04号公告

2020年10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2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2021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3号公告

2021年10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18号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陈金满诉西藏

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20）京0101

民初13007号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2号公告

2021年2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4号公告

2021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6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深圳瞬赐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纷，

案号为：（2021）川0107民初3251号

2021年3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7号公告

2021年4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5号公告

2021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号公告

2021年4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3号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西藏发展诉西藏

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号为

（2021）藏01民初30号

2021年3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0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2021年6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47号公告

2021年6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76号公告

四、 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6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5个为母公司账

户，1个为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

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

额度为32,703.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06.47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

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

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提供的《受案回执》；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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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26日上

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拓维信息二楼会议室

3、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 持 人：董事长李新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81,

555,40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5729%。 其中，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4,449,866�股，占公司总股本 9.1705%（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277,255,50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2.2157� %；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4,

299,9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357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6,135,7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96%；反对

5,419,6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0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9,030,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646%；反对5,419,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735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1,414,0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

13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 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4,308,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5%；反对1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01%； 弃权 3,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议

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10月0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43）。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熊林、邓争艳律师出席了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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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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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媒体报道情况

2021年10月26日，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股份” 或“公司” ）关注

到部分网络平台出现“副总推票猛过卖方”等市场传闻。

二、 相关事项的澄清说明

2021年10月22日晚10点左右， 公司副总经理陈郁弼在设置微信朋友圈少数朋友可

见时操作失误，误发关于对公司未来市值期待的相关信息并配发其个人在过去某会议中

的个人演讲海报，其本人发现后在短时间内已立即删除。

2021年10月26日，该朋友圈的相关截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对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广大投资者对上述报道的内容产生误读，公司对媒体报

道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

1、该截图的发布对象系其个人的小部分朋友，因此使用的措辞不够认真严谨，对公

司造成了不利影响。

2、截图中涉及公司未来市值的展望系基于个人对于电新板块证券市场的展望，未对

任何人进行投资建议，亦不代表公司立场。

3、传闻中涉及目标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无法实现的风险，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4、公司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三、 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的信息披露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 其他

公司十分重视该事件，陈郁弼对该事件对市场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 其本人已对此

次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 并就本次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歉意。

其本人表示会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公司

对此亦表示歉意，并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督促公司相关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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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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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仁智股份” ）因与广东中经通达供应链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及提交民事诉讼状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5）。

公司于2020年8月收到了广州中院一审民事判决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9）。

公司因不服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初68号）作出的民事判决，特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高院” ）提起上诉，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诉讼案件上诉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

二、本次案件的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本案律师转达的《民事判决书》（(2020)粤民终2526号），广东高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1,800元，由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

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2018年度已将该案件涉及的票据全额

确认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董事会关

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预计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主要为诉讼费用，影响金额521,800元，最终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