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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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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
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6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名。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陈冬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0 年 1 至 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940.2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38%；实现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10.9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71.53%。
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1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公司需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本次拟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及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出具了《上海东方华
银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上海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2020-087 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5,111 股；截至本决议生效日，公司拟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90,003 股， 上述事项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由 499,367,917 股减少为
499,277,914 股（未考虑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后可转债转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数据为准）， 决议申请公司注册资本由 499,362,806.00 元减少为
499,277,914.00 元。（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变动情况，拟修订《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的 2020-089 号公告。
《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三、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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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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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陈冬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桂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郑学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163,732,807.79 2,879,427,113.31 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2,329,370.70 1,825,542,430.94 -4.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932,950.59 -315,519,721.2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59,401,962.18 1,724,562,742.40 -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109,636.44 22,927,258.43 -57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935,296.04 14,916,559.20 -99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1.31% 减少 7.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650 0.04549 -575.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650 0.04549 -575.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00,772.53 -2,853,833.4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065,958.32 31,245,972.6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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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911.98 844,868.8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153.79
所得税影响额 -3,129,854.26 -4,391,194.64
合计 17,748,419.55 24,825,659.6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3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态 数量

陈冬根 129,811,628 26.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卫东 14,989,958 3.00 无 境内自然人
薛江屏 9,450,382 1.89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晓华 8,006,054 1.60 无 境内自然人
陆东强 5,942,256 1.19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建忠 5,492,263 1.10 50,176 无 境内自然人
高翔 5,198,961 1.04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4,821,359 0.9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3,334,099 0.6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朱风涌 3,219,864 0.64 50,176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陈冬根 129,811,628 人民币普通股 129,811,628
陈卫东 14,989,958 人民币普通股 14,989,958
薛江屏 9,450,382 人民币普通股 9,450,382
陈晓华 8,006,054 人民币普通股 8,006,054
陆东强 5,942,256 人民币普通股 5,942,256
钱建忠 5,442,087 人民币普通股 5,442,087
高翔 5,198,9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8,961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821,359 人民币普通股 4,821,359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34,099 人民币普通股 3,334,099
朱风涌 3,169,688 人民币普通股 3,169,6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苏州蔚蓝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期初下降 48.70%，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采购货款和各项费用；
2、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245.16%，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增

加；
3、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增加 189.81%，主要是报告期内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4、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 41.21%，主要是公司的销售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因素，上一年第四季

度实现的销售和利润较高，导致年末应交税费金额较高，其他季度较低；
5、其他应付款较期初下降 31.97%，主要是报告期内回购注销了部分限制性股票；
6、库存股较期初下降 46.93%，主要是报告期内回购注销了部分限制性股票；
7、其他综合收益损失较期初下降 54.71%，主要是外币汇率波动引起汇兑损益；
8、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830.13%，主要是取得银行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和报告期内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计提的财务费用；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91.24%，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带来的收

益；
10、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 221.38%，主要是去年同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而本期无类似计提；
11、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下降 39.8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软件增值税退税

减少；
1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5.61%，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投标

保证金；
1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91.78%，主要是报告期内赎回到期的保本理财产

品减少；
1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35.52%，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的保本理财产

品减少；
1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66.25%，主

要是报告期内处置的相关资产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16、投资支付的现金较较上年同期增加 8226.67%，主要是报告期内可转债募集资金购买的

保本理财产品；
17、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83.05%，主要是报告期内丰宁智慧城

市项目投入减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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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5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开

发行了 516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51,600.00 万元，期限 6 年。
根据《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

“科达转债” 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

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76,000 元“科达转债”转为公司
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5,111 股，占“科达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0.0010%。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科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15,924,000 元，占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85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9）。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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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冬根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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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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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的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和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0-087）。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5,111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 499,367,917 股减少至 499,277,914 股 (未考虑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后可转债转股的情
况)，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499,362,806.00 元减少至人民币 499,277,914.00 元。 公司将在本
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苏州高新区金山路 131 号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联系人：龙瑞、张文钧
4、联系电话：0512-68094995
5、传真：0512-68094995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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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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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辛晨银女士主
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龙瑞女士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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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 16 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同意公司对该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受但尚未解锁的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了审议，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见证意见。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报备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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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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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有 1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公司拟对上述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合计数量为
90,003 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7 年 12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及是否存
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2、2018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具体内容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3、2018 年 1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授予日为 2018 年 1 月 9 日，向 836 名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762.20 万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17.10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具体
内容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4、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
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814 人，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739.93 万股，中国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具体内容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5、2018 年 4 月 16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再满足
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7,000 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17.10 元 / 股。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 06� 月 13� 日，上述
股份完成回购注销。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由 7,399,300 股变为 7,392,300 股，公司在职的激励
对象由 814 人降为 812 人。 具体内容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
查询。

6、2018 年 8 月 22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12.2143 元 / 股，董事会同意
公司对 1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64,92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进行了审查。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述 164,920 股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在职的激励对
象由 812 人降为 796 人。 具体内容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7、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5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
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2,4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12.2143
元 / 股。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上述 92,400 股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
公司在职的激励对象由 796 人降为 791 人。 具体内容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8、2019 年 3 月 18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17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
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74,02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12.2143 元 / 股。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 年 5 月 27 日，上述 174,020 股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
注销，公司在职的激励对象由 791 人降为 774 人。 具体内容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9、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但暂不上市的议案》，确认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截止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 774 人，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975,364 股（该部分股份自解除限售之日起继续
禁售 6 个月），剩余第二、第三个限售期之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942,516?股。 具体内容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10、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和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8.7245 元 / 股，董事
会同意公司对 9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78,615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进行了审查。 2019 年 8 月 13 日，上述 78,615 股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在职的激励
对象由 774 人降为 765 人 ,� 剩余第二、第三个限售期之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9,719,525?股减少为
9,640,910 股。 具体内容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2019 年 8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供投资者查询。

11、2019 年 9 月 17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上市的提示公
告》， 申请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股票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12、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 17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9,607 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 年 4 月 20 日，上述 99,607 股限制性股票
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在职的激励对象由 765 人降为 748 人 ,� 剩余第二、第三个限售期之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 9,640,910 股减少为 9,541,303 股。 具体内容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13、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现存第二个限售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 4,050,905 股限
制性股票和 8 名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89,18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和注销，回购和注销总数合计 4,140,085?股。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 年 6 月 16 日，上
述 4,140,085 股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 公司在职的激励对象由 748 人降为 740 人 ,� 剩余第
三个限售期之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401,218?股。具体内容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6 月
1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14、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 2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03,919 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述 203,919 股限制性股票
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在职的激励对象由 740 人降为 717 人 ,� 剩余第三个限售期之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 5,197,299 股。 具体内容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2020 年 9 月 2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15、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 1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0,003 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依据、数量及价格
1、回购注销的依据
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十三、本激励计划变更与终止”的规定：“激励对象

主动辞职而离职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万显耀、
肖楚然、王宁、罗成、张朋朋、贾英英、史宁、马玉征、覃明贵、陆丽芳、郑敏、时伟、缪亚罗、崔健、
文强、 刘桂东共 16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需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的数量及价格
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万显耀等合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0,003 股，本

次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90,003 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8.7245 元 / 股。（具体请见公司 2019-034 号公告）。

故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90,003 股，占公司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股本总
额 499,367,917 股的 0.018%(未考虑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后可转债转股的情况 )。 公司本次用于
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 90,003 股，公司股份总

数减少 90,003 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197,299 -90,003 5,107,29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94,170,618 0 494,170,618
三、股份总数 499,367,917 -90,003 499,277,914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回购注销的事项后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过户手续，并在该部
分股票注销完成后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

生实质性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亦不会影响股东的权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 1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公司需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
同意公司对 1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和注销， 回购和注销总数
合计 90,003 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永生、 金惠忠、 李培峰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回购
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如下意见：
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 1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同意公司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受但尚未
解锁的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 90,003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了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见证意见。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已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依据、数量和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660���������������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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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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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具体情况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99,362,806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99,277,914 元。（以工商
最终登记为准）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99,362,806股，全部为人民币
普通股，其中，公司首次对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为 5,000万股， 公司股东首次公开发售股份 1,250 万
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99,277,914股，全部为人民币
普通股，其中，公司首次对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为 5,000万股， 公司股东首次公开发售股份 1,250 万
股。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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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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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八号———有色金属》有关规定和
披露要求，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产品产量、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为：
单位：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同期增减
（%）

销售量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库存量比上
年同期增减
（%）

铜板带 58,973.31 57,824.10 2,547.11 11.45 9.27 68.57
其他业务 331.68 165.71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代码：603527�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众源新材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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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封全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

成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10,855,543.09 1,211,250,155.40 1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37,240,607.73 925,229,118.73 1.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634,375.29 -25,573,150.6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601,093,984.61 2,387,685,500.48 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178,812.79 68,011,140.84 -2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8,580,067.88 62,326,659.49 -22.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48 7.64 减少 2.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2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28 -2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891.47 -12,910.82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78,322.40 3,741,110.3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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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56,342.13 -625,626.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67,433.80 -503,828.39
合计 745,655.00 2,598,744.9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7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封全虎 83,737,276 34.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阮纪友 30,670,016 12.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科惠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4,240,772 5.8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陈标 10,605,364 4.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平 6,482,000 2.6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陶昌梅 5,894,112 2.42 0 质押 4,020,000 境内自然人
李明军 5,629,271 2.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
有限公司 4,482,472 1.84 0 无 未知

周丽 3,920,000 1.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黎文章 3,503,444 1.4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封全虎 83,737,276 人民币普通股 83,737,276
阮纪友 30,670,016 人民币普通股 30,670,016
上海科惠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4,240,772 人民币普通股 14,240,772

王陈标 10,605,364 人民币普通股 10,605,364
吴平 6,4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82,000
陶昌梅 5,894,112 人民币普通股 5,894,112
李明军 5,629,271 人民币普通股 5,629,271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4,482,472 人民币普通股 4,482,472
周丽 3,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0,000
黎文章 3,503,444 人民币普通股 3,503,4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封全虎先生、周丽女士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李明军先生系
周丽女士姐姐之子。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同比增减（%)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59,470,792.16 288,357,941.26 -44.70 主要系支付募投项目工程设备款增加使募集
资金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318,513,180.62 243,338,645.12 30.89 主要系募投项目投产后销量增加应收账款也
相应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73,911,100.69 6,904,045.97 970.55 主要系期末预付尚未到货的原材料采购款金
额增加所致。

存货 372,986,521.96 234,304,519.75 59.19 主要系募投项目投产后相应存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54,930,984.94 35,083,883.85 56.57 主要系本期期末部分工程设备按合同约定已

付款未到货所致。

长期股权投
资 10,376,821.82 372,307.64 2,687.16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了对外投资所致。

固定资产 268,118,239.83 90,730,530.68 195.51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9,795,994.15 169,921,286.76 -88.35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大部分在建工程已完工
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365,369,930.60 170,233,706.95 114.63 主要系本期因生产经营需要增加了短期借款
所致。

预收款项 3,588,205.36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 与收入相关的预收款
项记入合同负债核算所致。

合同负债 12,624,450.73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 与收入相关的预收款
项记入合同负债核算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3,845.92 25,052.01 793.52 主要系本期收到保险款金额增加所致。

股本 243,824,000.00 174,160,000.00 40.00 主要系本期以资本公积金 6,966.40 万元转增
股本所致。

3.1.2� 利润表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同比增减（%)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 7,505,515.38 22,495,933.22 -66.64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号—收入》，将用于产品销售的运输
费用记入营业成本中核算所致。

财务费用 6,097,894.17 1,802,505.25 238.30
主要系募投项目支付工程设备款募集资金减
少故存款利息收入下降及短期借款增加利息
费用上升所致。

其他收益 1,520,472.83 1,167,730.08 30.21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3,858,277.57 2,241,802.48 72.11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计提的减值也相应

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2,958.40 10,995.72 -126.91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21,150.29 5,834,170.95 -61.93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
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35,809.36 7,986.81 7,860.74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公司增加了对外捐赠
支出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同比增减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7,634,375.29 -25,573,150.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原材料采购款金额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0,717,319.70 -61,299,025.7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募投项目工程设备款增加及
本期公司增加了对外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9,900,972.49 4,141,868.25 3,519.16 主要系本期因生产经营需要短期借款较上期
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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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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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封全虎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0-061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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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 年第三季度的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如下：

单位：石油，桶；天然气，桶油当量；井数，口
产 品
名称

2020年 7-9月 2019年 7-9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变动

原因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石油 3,357,969.19 3,357,969.19 4,332,217.26 4,332,217.26 -22.49 -22.49

上年同期新上
线生产井初始
产量较大，本期
因投资策略调
整，新上线生产
井比例较低。

天
然
气

1,099,027.48 1,099,027.48 885,280.44 885,280.44 24.14 24.14
本期在产井伴
生气比例上升
以及放空量同
比有所降低。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数（口） 变动

原因
总井数 净井数 生产井 注水井 总井数 净井数 生产井 注水井 总井数 生产井

井
数 888 782 788 100 777 708 681 96 111 107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9
月期间完井等
形成井数增加

以上经营经据源自公司内部阶段统计数据，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请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112�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3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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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收到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国泰君安作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原委派董帅先生、韩志达先生作为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韩志达
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君安现
委派高鹏先生接替韩志达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董帅先
生、高鹏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

结束为止。
高鹏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附：保荐代表人高鹏先生简历
高鹏，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 自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以来负责或参与的项目主要包括：亚

普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华翔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酒钢宏兴非公开发行、用友网络非公开发行、老
白干酒非公开发行、冰山冷热非公开发行、星宇股份非公开发行、冰山冷热可交换公司债券、金
徽酒非公开发行、星宇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聚灿光电非公开发行、航天电子重大资产重组及
配套融资、 老白干酒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等。 高鹏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01566� � � � � � � � �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20-033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从 TH 教育资本一期基金

（有限合伙）退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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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九牧王零售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牧王零售”）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000 万美元参与认购 TH 教育资本
一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TH 教育基金”）的份额。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7 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临
2018-001）。

TH 教育基金已退出全部投资项目，并陆续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进行分配，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10 月 1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九牧王关于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临 2020-020、 临 2020-031）。 九牧王零售与其他相关合伙人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签署了《退伙协议》，退出合伙企业。

九牧王零售退出合伙企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继续利用资本市
场平台，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公司投资收益，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17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2020-026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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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陶永山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陶永山先生因退休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及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该职务后，陶永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陶永山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
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陶永山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期间， 勤勉尽
责、认真履职，公司董事会对陶永山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