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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远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远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永丰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35,103,938.85 2,888,668,821.04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5,589,238.37 2,577,781,807.72 8.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7,312,386.54 -0.95% 1,016,509,844.50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992,351.17 -8.68% 207,474,338.41 1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891,465.36 -8.61% 205,151,204.81 1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57,540.07 -116.01% 196,451,926.46 -42.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8 -8.00% 0.348 19.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8 -8.00% 0.348 19.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0.56% 7.74% 0.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7,451.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33,336.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4,785.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9,325.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56,456.76
合计 2,323,133.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7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金岭铁矿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41% 347,740,145 质押 173,870,100

淄博市城市资
产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0% 6,530,000

王艳珍 境内自然人 0.90% 5,350,000
刘镜林 境内自然人 0.62% 3,700,800
胡亚华 境内自然人 0.31% 1,854,300
吴聪勇 境内自然人 0.28% 1,672,100
汪仁梅 境内自然人 0.27% 1,624,559
员慧 境内自然人 0.25% 1,471,400
张健江 境内自然人 0.22% 1,3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博道伍佰
智航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1,069,024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 347,740,145 人民币普通股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6,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0
王艳珍 5,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50,000
刘镜林 3,7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800
胡亚华 1,85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4,300
吴聪勇 1,6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2,100
汪仁梅 1,624,559 人民币普通股 1,624,559
员慧 1,47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1,400
张健江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道伍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69,024 人民币普通股 1,069,0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艳珍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5,350,000 股，合计持 5,350,000 股；刘镜林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0股，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700,800股，合计持 3,700,800
股；吴聪勇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600 股，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 1,669,500 股，合计持 1,672,100 股；前十名其他股东皆为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16,946,585.35 758,683,873.78 258,262,711.57 34.04% 注 1

应收票据 54,721,000.08 7,600,000.00 47,121,000.08 620.01% 注 2

应收账款 88,248,650.99 65,198,872.44 23,049,778.55 35.35% 注 3

预付款项 30,324,090.76 6,418,907.05 23,905,183.71 372.42% 注 4

其他应收款 4,172,264.05 8,915,028.93 -4,742,764.88 -53.20% 注 5

存货 122,870,259.35 81,525,375.35 41,344,884.00 50.71% 注 6

其他流动资产 773,134.95 -773,134.95 ——— 注 7

在建工程 3,228,278.65 1,759,787.88 1,468,490.77 83.45% 注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9,532.00 1,469,910.08 -810,378.08 -55.13% 注 9

应付票据 12,050,000.00 9,150,000.00 2,900,000.00 31.69% 注 10

预收款项 86,341,843.79 52,107,998.64 34,233,845.15 65.70% 注 11

应付职工薪酬 46,510,073.17 80,336,148.10 -33,826,074.93 -42.11% 注 12

应交税费 30,528,924.05 12,950,594.96 17,578,329.09 135.73% 注 13

注 1：主要系公司货款回收和到期票据增加所致。
注 2：主要系公司收到商业承兑增加所致。
注 3：主要系公司应收客户账款增加所致。
注 4：主要系公司预付采购价款增加所致。
注 5：主要系公司收到利息所致。
注 6：主要系公司产成品库存增加所致。
注 7：主要系公司本期税费转回所致。
注 8：主要系公司零星工程增加所致。
注 9：主要系公司预付设备款转资所致。
注 10：主要系公司拆分票据金额增加所致。
注 11：主要系公司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注 12：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注 13：主要系公司本期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6,875,645.08 9,688,704.99 7,186,940.09 74.18% 注 1
管理费用 90,831,530.54 67,151,963.68 23,679,566.86 35.26% 注 2
其他收益 1,833,336.46 361,662.31 1,471,674.15 406.92% 注 3
信用减值损失 -101,354.49 626,165.18 -727,519.67 -116.19% 注 4
营业外支出 175,785.56 657,994.35 -482,208.79 -73.28% 注 5
所得税费用 58,126,236.08 43,619,511.22 14,506,724.86 33.26% 注 6

注 1：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喀什球团本期主要产品销售结算方式变化所致。
注 2：主要系公司本期管理人员工资增加所致。
注 3：主要系公司本期政府补助金额增加所致。
注 4：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回已计提坏账货款所致。
注 5：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发生赔偿款所致。
注 6：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3,714,098.46 59,666,564.20 -45,952,465.74 -77.02% 注 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8,194,059.75 81,711,510.48 -33,517,450.73 -41.02% 注 2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4,000,000.00 32,000,000.00 32,000,000.00 100.00% 注 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256,094.93 460.00 255,634.93 55572.81% 注 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316,231.28 11,663,571.08 -5,347,339.80 -45.85% 注 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30,000.00 4,030,000.00 — 注 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59,078.54 159,078.54 — 注 7

注 1：主要系公司本期约定到期收回的定期存款未到期所致。
注 2：主要系公司本期未新增约定到期收回的定期存款金额所致。
注 3：主要系公司公司本期实际收到的金鼎公司投资分红款增加所致。
注 4：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注 5：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注 6：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喀什球团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注 7：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喀什球团支付短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
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
本情况索
引

2020年 07月 0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股价问题，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03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矿石来源问题，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0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股权划转问题，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0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1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主要客户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13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铁精粉销售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1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股东人数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7月 2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近期钢铁市场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04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子公司金钢矿业补偿问题，未提
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06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铁精粉产能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0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股权划转问题，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1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铁精粉销售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1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产品生产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26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股价问题，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8月 2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子公司金岭球团情况，未提供资
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01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职工人数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04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下游客户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09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外购铁矿石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1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铁矿石市场波动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14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三季度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18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铁精粉质量情况，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2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联营公司金鼎矿业情况，未提供
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23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股价问题，未提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29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主要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未提
供资料。 不适用

2020年 09月 3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三季报预约时间问题，未提供资
料。 不适用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刘远清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效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庆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稳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20,619,122.73 3,152,463,167.36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8,308,872.77 1,731,138,508.43 9.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4,061,225.67 6.05% 1,366,784,708.25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471,446.72 40.82% 227,469,809.84 4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8,046,287.16 38.98% 215,968,026.47 4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890,780.95 27.78% 544,635,637.20 46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39.29% 0.97 4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39.29% 0.97 4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2% 增加 1.04个百分点 12.33% 增加 3.11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5,473.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608,131.63

债务重组损益 80,659.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439,601.1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333.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39,445.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68,022.89

合计 11,501,783.3
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3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2% 48,544,34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07% 9,546,685 0

尹俊涛 境内自然
人 2.67% 6,246,237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创新升级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6% 4,599,955 0

广发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广发基金－国新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2% 4,268,696 0

#杜水萍 境内自然
人 1.69% 3,964,700 0

#陈慧霞 境内自然
人 1.32% 3,100,000 0

#魏菲 境内自然
人 1.30% 3,042,36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元新兴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2,670,009 0

广发基金－中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1.11% 2,608,618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8,544,340 人民币普通股 48,544,3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546,685 人民币普通股 9,546,685
尹俊涛 6,246,237 人民币普通股 6,246,2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599,955 人民币普通股 4,599,955

广发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广发基金－国新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68,696 人民币普通股 4,268,696
#杜水萍 3,96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4,700
#陈慧霞 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
#魏菲 3,042,368 人民币普通股 3,042,3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元新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0,009 人民币普通股 2,670,009
广发基金－中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608,618 人民币普通股 2,608,6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杜水萍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3,890,100股，陈慧霞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00,000�股，魏菲通过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41,968�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2,620,267.41 26,000,000.00 1910.08%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银行
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6,575,409.17 24,911,991.31 86.96% 主要系本期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248,399.84 18,399,254.28 -33.43% 主要系本期预交税金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9,100.00 31,583,690.14 -98.07% 主要系前期预付工程设备款本期到货
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合同负债 119,811,363.85 83,395,846.70 43.67%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7,612,948.25 15,702,677.48 203.22% 主要系本期应交税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6,034,680.64 101,045,288.29 44.52% 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计提
的市场推广费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819,333.74 1,906,841.10 152.7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和银
行结构性存款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9,620,267.41 6,560,836.09 46.63%

主要系本期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和银
行结构性存款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4,191,721.04 -1,203,731.35 248.23%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4,008,961.94 3,047,131.71 31.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78,684.91 4,616,941.36 -70.14%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0,839,094.26 47,045,852.31 50.57% 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计提
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417,407,220.09 272,953,542.20 52.92%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利润增长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469,809.83 154,486,938.77 47.24%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利润增长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89,937,410.26 118,466,603.43 60.33%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利润增长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635,637.20 96,531,993.85 464.20%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销售收款
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66,000,000.00 170,000,000.00 174.12% 主要系本期赎回银行理财产品和银行
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819,333.74 1,906,841.10 152.7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和银
行结构性存款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5,372,013.13 130,661,436.67 -34.66%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减少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953,000,000.00 550,000,000.00 73.27%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银行
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95,300 51,300 0
合计 95,300 51,3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朱效平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2020-036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0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
效平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 8名，实际参加董事 8名，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8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2、以 8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山大华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做优做强环保产业，对公司环保产业板块进行资源整合，将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的业

务、人员全部并入山东山大华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环保工程公司）。 以 2020年 9月 30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的资产进行评估，经评估后的资产全部转入环保工程公司，其
中，5000万元作为对环保工程公司的增资，超出 5000万元的其余资产由环保工程公司以现金购买。环
保工程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变更为 1亿元，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3、以 8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山大华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理顺资产与管理关系，以 2020年 9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的资产
进行评估，公司以经评估后的资产 1600 万元作为投入，增加全资子公司山东山大华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华特信息）的注册资本。 增资后，华特信息注册资本由 1200 万元变更为 2800 万元，公司持
有 100%股权。

4、以 8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受让
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所持 15%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受让自然人王立志所持有的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
公司（简称知新化工）15%的股权。 受让价格不高于股权所对应的知新化工评估净资产值，评估基准日
为 2020年 9月 30日。

5、以 7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山
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将所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知新化工）
100%的股权转让给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为知新化工评估净资产值， 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9月 30日。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朱效平先生回避表决。
上述第 2、3、4、5项尚需履行国有资产审批程序， 上报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审核批

准。 涉及资产评估事项的，以经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2020-039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0年 10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波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发

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相关内容的独立意见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
有限公司向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按
照有关规定，该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此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该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优化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聚焦主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交易定价依
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评估结果确定，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邓岩 吕玉芹 宋俊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股票代码：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2020-037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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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经评估后的资产作为出资，增加全资子公

司山东山大华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增加全资子公司山
东山大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特信息公司）注册资本 1600万元。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环保工程公司及华特信息公司的增资事项，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国资管理程序，增资事项尚需上报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审
核批准。

3、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企业的基本情况
环保工程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姚广平；住所：济南高新区颖

秀路山大科技园；主要从事脱硫、脱硝、除尘等大气治理业务，具有工程设计、施工、调试、售后等专业
服务能力。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9505.81万元，净利润 456.51万元。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的
资产总额 21044.64万元，负债总额 8574.86万元，净资产 12469.77万元。

华特信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住所：济南高新区颖秀路山大科技园；法定代
表人：姚广平；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工
程；工业自动控制设备、网络设备、大屏幕显示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及
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项目。2020年 1-9月，华特信息实现营
业收入 1001.22 万元， 净利润-144.6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582.11 万元， 总负债
1623.85万元，净资产-41.74万元。

三、对外投资主要内容
1、环保工程公司增资。 公司现有环保产业板块由环保工程公司、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三

个经营单元组成。 为整合资源，做优做强环保产业，公司以环保工程公司为存续主体，将环保工程公
司、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合并为一个经营单元。 公司将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 经评估后的资产
全部转入环保工程公司，其中，5000万元作为对环保工程公司的增资，超出 5000万元的其余资产由环
保工程公司以现金购买。

环保工程公司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1亿元人民币，公司持股 100%。 环保分公司、环保科
技事业部的业务、人员全部并入环保工程公司。

2、华特信息公司增资。 公司原设有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主要业务领域与华特信息公司多有重
叠。 多年来，华特信息公司与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由同一经营团队分别以公司信息自动化事业部和华
特信息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资产与管理关系不顺畅。 为解决此矛盾，公司把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的
资产经评估后投入华特信息公司， 增加华特信息注册资本 1600万元。 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

增资后，华特信息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8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环保工程公司增资。 公司在整合环保业务单元的基础上对环保工程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有利于

凝聚力量，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环保业务的竞争力。 三个业务单元虽各自在细分市场具有一
定的竞争优势，但是规模小，协同差，资源不能共享，形不成合力。 合并成一个经营主体后，优势共享、
短板互补，规模、实力有很大提高。 环保工程公司将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水处理、大气治理、固废
治理等主要环境治理技术的综合性环保企业， 既有环保装备的生产能力， 也具备环保工程的项目设
计、施工以及服务的能力。 公司将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环境服务综合方案提供商，为区域环境问题
的解决提供综合、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

2、华特信息公司增资。 将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的整体经营性资产注入华特信息后，资产清晰、权
责明确，更有利于资产的有效使用和管理。 华特信息原有注册资本偏小，在项目投标、对外经济交往等
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增加注册资本将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市场开拓，参与更多项目的招投标，实现
企业更好地发展。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披露上述增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2020-038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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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截止公告之日，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尚未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
2、该项交易尚需取得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知新材料公司）拟将其所持有的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新化工公司）100%
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大集团公司）。 目前协议尚未签署。

2、山大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0年 10月 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
司向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知新
材料公司向山大集团公司转让知新化工公司 100%的股权。 关联董事朱效平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定价将依据交易双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结果确认，目前尚未进行审计、评估。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单次不超过 3000 万元的关联交易。 ”如评估值不超过 3000
万元，则该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超过 3000 万元，则该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山大集团公司将回避表决。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知新化工公司账面净资产值为 2757.97万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国资管理程序，该关联交易尚需上报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山大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4854.434 万股，占总股份的 20.72%，是本公司

关联法人。
山大集团公司是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 3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效平，注册地为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山大科技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000730652422X。主要业务为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并购、资产重组；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股
权管理、投资咨询；科技类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中介服务；科技成果技术转让；
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及人员培训。

2019 年 12 月 31日山大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63,652 万元， 净资产为 334,655 万元；2019 年
实现营业收入 276,343 万元，净利润 41,607万元。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的资产总额为 412,483万元，
净资产为 338,091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58,012 万元，净利润 41,075万元。

山大集团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知新化工公司 100%股权。 知新化工是由公司控股 64.41%的子公司知新材料公司与

自然人王立志于 2013年 3月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其中知新材料公司出
资 170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 85%，王立志以专有技术出资 30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 15%；住所：无棣新
海工业园东环路；法定代表人为乔永军；主要从事道路用改性沥青、沥青防水涂料、沥青防腐涂料、沥
青改性剂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与服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议案， 同意知新材料公司以不高于股权对应评估净资
产的价格收购自然人王立志所持有的的知新化工公司 15%的股权， 且知新材料已与自然人王立志签
署了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至此，知新材料将持有知新化工公司 100%的股权。

2019年，知新化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亿元，净利润 93.27万元。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的净
资产为 2609.09万元。 2020年 1-9月，知新化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21.38万元，净利润 148.88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知新化工公司总资产 5461.73 万元，负债总额 2703.76 万元，净资产 2757.97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依据评估结果确定， 交易双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知新化工公

司进行整体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9月 30 日。 知新化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股权交易价格。
评估值以经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 目前尚未进行审计、评估。

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依据。
2、支付方式：山大集团公司以现金支付股权转让款；
3、过渡期安排：1）股权正式过户前知新化工公司的损益归属知新材料公司；2)股权过户前，知新化

工公司清偿完毕对本公司及对知新材料公司的欠款。
截止目前，双方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1、转让知新化工股权，可减少公司业务范围，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聚焦优势产业，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
2、 本公司间接持有知新化工股权，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知新化工本年累计净利润 148.88 万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26万元。股权转让后，知新化工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均影响较小。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与山大产业集团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41.2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拟

将其持有的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该股权转让
构成关联交易。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交流，独
立董事已了解相关情况，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表决。

2、独立意见：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华
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议案”，按照有关规定，该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此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该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优化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聚焦主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交易定价依
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评估结果确定，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九、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8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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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上海棒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棒杰医疗科技”），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65）。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
上海棒杰医疗科技注销登记。 上海棒杰医疗科技注销完成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注销
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2020-046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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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 2020 年度第十五期超短期融资

券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93 天，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2.23%。

本期债券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
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期债券发行的有
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 网址分别为 www.chinamoney.com.cn 和 www.
shclearing.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工作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个月的任一时点，公司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250亿元的债券融资工具，其中单项余额限额为：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
12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不超过人民币 13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321 证券简称：正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2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

退税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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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

[2015]78 号）的规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以三
剩物、次小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三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木（竹、秸秆）刨花
板、细木工板、活性炭、栲胶、水解酒精、炭棒；以沙柳为原料生产的箱板纸。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鸿腾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腾
源”）于 2020年 10月 23日收到所属 2020年度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款 1,450,372.63 元，该笔退
税款于收到时确认为鸿腾源的当期收益。 以上退税款将会对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损益产生积极影
响。

特此公告。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股票代码：600886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2020-046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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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江华先生的辞呈：
江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拟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并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需
提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关注的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江华先生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尽快
启动新任总经理选聘工作。 自公司董事会收到辞呈之日起，在新任总经理就任之前，董事会同意暂由
董事长朱基伟代行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江华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认可， 对其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
度的评价，并向其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0-05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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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监事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任期届满。 鉴于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结束，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进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将尽
快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换届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0-06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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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 月 24 日成功发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
元，票面利率为 2.64%，期限为 90 天，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2 日（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
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2020年 10月 22日，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13,019,178.08元。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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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业证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第五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绪光先生、余志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2020 年 10
月 24日起至 2023年 10月 23日止。

张绪光先生、 余志军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
张绪光先生简历
张绪光，男，汉族，1966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本科。 张绪光先生现任兴业证券董监事会办公室主

任、证券事务代表。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法规室主任、兴业证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监事会
办公室主任兼合规法务部副总经理、法律事务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高层正职）等职。

余志军先生简历
余志军，男，汉族，1971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本科。余志军先生现任兴业证券审计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历任兴业证券审计监察部总经理助理、审计监察部副总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资金运营管
理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0-06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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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年 10月 22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长城证券 CP007 债券代码 072000256
债券期限 90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 2020年 10月 21日
起息日 2020年 10月 22日 兑付日 2021年 1月 20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3.07% 发行价格 100元 /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