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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广告

借款人 借款、授信合同号 本金 利息及其他 担保人 担保合同号 抵押人 抵押合同号

莱芜市东方彩印有
限公司

2013年招济50字
第11130905号

2500 1151 . 57

山东昌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招济50保字第21130905号
莱芜信通印刷设

备有限公司
2013年招济50抵字

第21130905号
莱芜信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2013年招济50保字第21130905号

李琨琨 2013年招济50保字第21130905号
朱应涛 2013年招济50保字第21130905号

合计 2500 1151 . 57

联诚精密已被

山东高新投减持160万股

导报讯 (记者 韩祖亦)联

诚精密(002921)19日晚间公告

称，公司于当日收到股东山

东高新投出具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目前，其已合计

减持160万股，占公司现总股

本的比例为1 . 96%，减持均价

23 . 40元/股。此前的公告显

示，公司股东山东高新投计

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

份合计不超过320万股。

圣阳股份总工程师

孔德龙辞职

导报讯 (记者 韩祖亦)圣

阳股份(002580)19日晚间公告

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

工程师孔德龙的书面辞职报

告。孔德龙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辞职

后继续在公司担任技术专家

职务。同时，19日，公司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

案》，经公司经理提名，同意聘

任段彪任公司经理助理职

务；同意聘任孙大强任公司

总工程师职务，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瑞丰高材承诺不再新增

对类金融业务投入

导报讯 (记者 韩祖亦)瑞

丰高材(300243)19日晚间公告

称，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3 . 40亿元，公司

关于类金融业务作出如下承

诺，如本次发行取得深交所同

意本次发行的审核意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

发行的同意注册决定并实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前或募集资金到位36个月内，

公司不再新增对类金融业务

的资金投入(包含增资、借款

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

渤海轮渡控股股东

拟减持4 . 05%股份

导报讯 (记者 时超 ) 2 0

日，渤海轮渡(603167)发布公

告称，其控股股东辽渔集团

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

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具体为

不超过 1 9 1 5万股 (占总股本

4 . 05%)。

记者注意到，渤海轮渡

因被市场资金“误归”为免

税概念股，股价在今年出现

过巨震，从7元/股附近一路

飙升至21 . 58元/股，随后又回

落至如今的10 . 34元/股。

公司快报
Gong si kuai bao

E◆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已将原有矿业开发、医药

制造、特种轮胎制造和贸易等

业 务 全 部 剥 离 的 S T 地 矿

(000409)，在正式“投入”兖矿

集团“怀抱”逾1 0个月后，于

本月1 9日宣布拟对公司经营范

围、《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

行修改，以适应公司产业结构调

整变化。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ST地

矿调整后的经营范围，增加了多

达30余项业务范畴，关键词包括

“智能”“导航”“卫星”“计

算机”“通信”“互联网”等诸

多“高大上”的新兴领域，而原

有的矿业业务则居于末位。

基于此，兖矿集团为ST地矿

谋划的未来产业布局、业务发展

方向，以及ST地矿在兖矿集团资

本版图中承担的角色定位，已尘

埃落定。

主营业务

已发生重大变动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实际

需要，ST地矿18日召开的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

款的议案》。

在此番变更前，ST地矿的经

营范围正如其证券简称一般，主

要围绕“地矿”业务展开，仅包

括“矿石的开采、加工及矿产品

销售；矿业开发及管理咨询；对

外投资及资产管理”。

而今年以来，通过出售鲁地

投资51%股权，收购国拓科技70%

股权和北斗天地53 . 89%股权这一

系列资产重组，ST地矿已完成

对原有矿业开发、医药制造、特

种轮胎制造和贸易等传统业务的

剥离，公司主营业务随之发生了

重大变动。而资产置入的北斗天

地主营业务主要围绕能源化工信

息化建设以及“北斗+”两个方

向展开，国拓科技则以多喷嘴对

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为核心，专

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相关技术的

技术实施许可及化工类专业技术

培训。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

ST地矿增加后的经营范围中，

便多次出现了“卫星”“导航”

等关键词，具体涉及“卫星通信

服务”“卫星导航服务”“卫星

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导航

终端制造”“导航、测绘、气象

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等。此

外，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

据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

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销售等信息化业务也均有

囊括。

近期推出首款

矿业高可靠5G专网系统

在已脱胎换骨的ST地矿主营

业务中，“北斗+”以及“能源化

工信息化建设”可谓是颇受市场

关注的。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其

“北斗+”业务融合了自组网、高

动态、DMR、5G、磁探测、UWB、惯

导、无人机反制等技术，并推出北

斗智网通信导航融合系统、高动

态接收机、全空域机动协同通信

指挥系统、公共位置服务平台、

矿井辅助运输平台等产品。而公

司能源化工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方面，则基于煤矿、化工领域的

经验及人才储备，提供从规划、

设计、集成到运维的特色信息化

解决方案和闭环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ST地矿日前

在与投资者交流时透露，北斗天地

于近期研制推出了全国首款矿业高

可靠5G专网系统，“同时在智能矿

山建设方面拥有煤矿井口智能安检

系统、重大灾害预警系统、无人机应

用、煤矿生产精益管理系统、煤矿智

能运输辅助系统、全矿井MES系统

解决方案等技术和解决方案。”

原预计部分业务

开展未达预期

不过，从对ST地矿业绩水平的

实质提振上看，经济导报记者了解

到，受新冠疫情及关联方业务发展

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北斗天地和

国拓科技原预计部分业务开展，并

未达到此前预期。

三季报显示，今年前3季度，ST

地矿实现营业收入19 . 55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50 . 05万

元，同比大幅增长。但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依旧为负，为-3206 . 63万

元。其中，在该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非经常性损益约6300万元，便

包括公司出售鲁地投资51%股权确

认投资收益约6100万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资产

重组前，北斗天地与国拓科技的盈

利水平较为稳健。其中，北斗天地

2017年、2018年、2019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9999 . 74万元、1 . 63亿元和2 . 26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1 5 5 7 . 1 1万元、

860 . 97万元和664 . 17万元；国拓科技

2017年、2018年、2019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2350 . 09万元、2670 . 85万元和

4204 . 14万元，净利润分别为793 . 5

万元、746 . 89万元和804 . 55万元。

此前已连续4年扣非后净利润

为负的ST地矿，今年能否切实扭

亏，尤待关注。

ST地矿在兖矿角色定位落定
能源化工信息化、“北斗+”、水煤浆气化三大方向值得期待

山东唐仔食品有限公司主动

召回“吐司面包”食品的公告

我公司生产的“吐司面

包”(商标：恋尚唐仔)，生

产日期2020年9月6日，经抽

样检验“菌落总数”项目不

合格。

为了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食品召回管

理办法》规定，我公司决定

主动召回以上批次，召回起

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8日至

2020年12月18日，召回等级

二级，召回区域山东省。自

发布公告30个工作日内，请

各经销商配合我公司开展召

回工作，请已购买该批次产

品的消费者，不要食用，并

在购买门店办理退货手续，

同时可凭有效购物凭证向我

公司或经销商要求赔偿损

失。我公司对此给消费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特此

公告。

名称：山东唐仔食品有

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东省德州

市夏津县

法定代表人：姜赫

电话：15589182888

山东唐仔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上海勋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山东通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详见：公

告资产清单)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通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上

海勋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山东通毅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通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通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上海勋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通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上海勋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山东通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备注：利息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之后的利息计算以合同约定、判决

或调解、仲裁裁决为准。以上内容如有错漏，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

书确认的数额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人：曾虎；联系电话：0531-86995375；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306号建设大厦21楼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导报讯 恒通股份（603223）

控制权变更落下帷幕，中国500

强企业南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取得公司控制权。 1 1 月 1 9

日，恒通股份发布公告称，原

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刘振东、

南山投资与南山集团的股权转

让已完成过户登记，南山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公司控制

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南

山村村民委员会。

南山集团旗下目前拥有A股

上市公司南山铝业（600219），

冲刺创业板的南山智尚已过会，

此次控股恒通股份后，南山集团

的A股资本版图将持续扩大。

根据公告，10月22日，刘振

东、南山投资分别与南山集团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刘振东、南山

投资拟分别以协议方式向南山集

团转让其持有的1634 . 85万股股

份、1470 . 02万股股份，分别占

公司总股本的5 . 79%、5 . 21%。宋

建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南山集

团转让其所持恒通股份564 . 48万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 . 00%。截至11月18日，上述股

份转让全部完成。

本次权益变动后，刘振东持

有公司股份6130 . 7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1 . 72%，但是，放弃其

持有前述股份的全部投票表决

权。南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7341 . 1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 . 01%，取得公

司的控制权。

一位接近南山集团的人士

表示，近年来南山集团加快了

资本运作步伐，有序推进旗下

优质资产对接资本市场。恒通

股份作为一个新的资本平台，

未来不排除将旗下相关资产注

入的可能性，不过目前尚未有信

息可供披露。

南山集团始创于改革开放初

期，现已形成了以铝业、纺织服

饰、金融、航空、地产、健康、

教育、旅游等为主导的多产业并

举发展格局，综合实力历年来均

居中国企业500强前列。

其中，南山铝业早在1999年

就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目前已成

为世界最尖端的航空材料供应商

俱乐部成员和国内首家乘用车四

门两盖铝板生产商。

“上市后，南山铝业资本运

作十分活跃。20多年来，通过增

发、配股等多种融资工具累计募

集资金约300亿元，为企业发展

壮大注入资本动力，同时也带动

了龙口企业的上市热潮。”山东

一位资本市场人士表示，龙口已

成为山东辖区资本市场最为活跃

的县域之一。

南山智尚集纺织服饰智能制

造与品牌运营为一体，是国际领

先的精纺紧密纺面料生产基地和

高级成衣生产基地。目前南山智

尚创业板IPO已过会，发行上市

可期。届时，南山集团旗下将再

添一家A股上市公司。

此外，南山集团旗下还有裕

龙石化，以及南山地产、金融、

健康、教育等业务板块。

“南山集团旗下资产众多，

未来不排除通过培育、整合实现

上市的可能。”前述资本市场人

士表示。 （赵彬彬）

导报讯(记者 时超)20日，

中孚信息(300659)发布公告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孚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了国家保密局

颁发的新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

资质证书》，证书有效期到2025

年11月11日。

根据国家保密局办理涉密信

息系统资质的相关文件要求，作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魏东晓在中孚安全持有涉密信息

系统集成资质(甲级)期间，为保

证公司实际控制人始终为中方，

自愿追加承诺。

承诺具体包括，对中孚信息

的控股比例不低于15%，若因公

司股本增加等其他原因导致其控

股比例稀释至低于15%时，魏东

晓会及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与其

他中方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增持等方式确保本人对中孚信息

的控股比例不低于15%。

持有的中孚信息股份解除首

发限售后，自愿对持有的中孚信

息1991 . 49万股锁定，该笔股份

为当前公司总股本的15%。

保持中孚信息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发生变化，与

第二大股东的控股比例差不小于

5%等。

中孚信息实控人追加承诺
对公司控股比例不低于15%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威奥

股份(605001)19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及关联方青岛金丰亨股权

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拟共同收

购成都畅通宏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100%股权，其中公司收购

沈岭、嘉兴宏远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李世坤、杜

昱桦、许仲兵、白崇刚合计持

有的目标公司9 5%股权，青岛

金丰亨收购沈岭持有的目标公

司5%股权，本次交易对价合计

为6 . 30亿元。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1年起的连续3个会计年度。

成都畅通原股东承诺，目标公司

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净利润累计

为1 . 65亿元。

威奥股份要收购成都畅通
标的3年承诺净利润1 . 65亿元

南山智尚过会 控股恒通股份

南山集团A股版图继续扩大

近年来，南山集团加快了资本运作步伐，

恒通股份作为一个新的资本平台，未来不排除

将旗下相关资产注入的可能性

ST地矿调整后的

经营范围，增加了多达

30余项业务范畴，关键

词包括“智能”“导航”

“卫星”等诸多新兴领

域。基于此，ST地矿在

兖矿集团资本版图中

承担的角色定位，已尘

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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