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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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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旅集团”）持有闻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0,736,4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9%，云南融智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融智”）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13,3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
康旅集团与云南融智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后，康旅集团与云南融智合计累计质押
公司股份 48,611,415股，占双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6.17%，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3日收到公司股东康旅集团通知， 获悉其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康旅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股） 28,980,585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35.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3%

解质时间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持股数量（股） 80,736,418

持股比例（%） 6.4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48,611,41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2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0%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康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云南融智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押数量（股 ）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

康旅集团 80,736,418 6.49 77,592,000 48,611,415 60.21 3.90

云南融智 5,813,321 0.47 0 0 0 0

合计 86,549,739 6.95% 77,592,000 48,611,415 56.17 3.9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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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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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 1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12,925,7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46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纪玺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 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2人，董事长李纪玺先生、独立董事陈荣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余

董事因公务原因无法亲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张轶微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原因无法亲自

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浩丞先生、财务总监郝超峰先生、副总经理吴浴阳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2,918,179 99.9975 7,600 0.002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2,916,179 99.9969 9,600 0.003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2,916,179 99.9969 9,600 0.003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项 目 实 施 方 式 的 议
案

514,179 98.1672 9,600 1.832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1 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议案 2、3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乐先生、成威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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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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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01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原因，出席会议的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会。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424,041,8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9.211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乃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7人，出席 7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平浩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向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214,094 96.2408 789,555 3.759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银行贷款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23,114,363 99.9348 927,526 0.065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议案 20,214,094 96.2408 789,555 3.7592 0 0.0000

2
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银行贷款事项的议
案

20,076,123 95.5839 927,526 4.416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 1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403,038,240股，不
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王思晔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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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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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公司名称于 2020年 12月 29日由“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简称于 2021年 1月 12日由“科达股份”变更为“浙文互联”，本公告中“科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指代本公司。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A座 5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32,946,5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7.58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唐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2人，董立国、虞超、廖建文、刘梅娟、宋建武因工作原因未出席现场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宋力毅、施舒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现场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25,318,151 99.3481 1,478,400 0.651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25,318,151 99.3481 1,478,400 0.651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25,318,151 99.3481 1,478,400 0.651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1,468,151 99.3653 1,478,400 0.634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52,889,084 97.2807 1,478,400 2.7193 0 0.0000

2 关于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52,889,084 97.2807 1,478,400 2.7193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52,889,084 97.2807 1,478,400 2.7193 0 0.0000

4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百孚思广告有 限
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案

59,039,084 97.5571 1,478,400 2.442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3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吴钢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对上述议案回避表

决，关联股东吴钢持股数量为 6,150,0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亚楠、韩泽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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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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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1 月 12 日、1 月 13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短期股价波动幅度较大，估值较高，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
险。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下降约
89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9,8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预计约为-16,900万元。 其中，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预计约-4100万元。 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亏损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改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经初步测算，公司 2020年主要产品食品包装原纸
以及生活原纸平均销售价格分别较 2019年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下降约 5%和 11%。 公司关注到近期产
品价格有所上涨，但是属于阶段性上涨，是否可持续及持续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另原材料木浆
价格变动等不确定因素也会对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1 月 11 日、1 月 12 日、1 月 1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月 6月至今已连续六个交易日涨停，短期股价波动幅度较大。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2021年 1月 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辞职及补选董

事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人事调整正在按程序进行，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 经公司自查和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4.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
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三、风险提示
1.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1 月 12 日、1 月 1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2.业绩下降风险
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下降约

89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9,8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预计约为-16,900万元。 其中，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预计约-4100万元。 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亏损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改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经初步测算，公司 2020年主要产品食品包装原纸以

及生活原纸平均销售价格分别较 2019年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下降约 5%和 11%。 公司关注到近期产品
价格有所上涨，但是属于阶段性上涨，是否可持续及持续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另原材料木浆价
格变动等不确定因素也会对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1月 6日至今已连续六个交易日涨停， 且 1 月 13 日换手率达到 10.99%，短

期股价波动幅度较大，估值较高，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险。
5.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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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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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 涉诉企业：被告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精煤”），被告杭锦旗西部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能源”）。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昊华精煤和西部能源是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昊华能源”）控股子公司，其中：昊华能源和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鄂国投”）分别持有昊华精煤 80%和 20%股权；昊华能源和山西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山西
榆次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西部能源 60%和 40%股权。

● 涉案的内容： 鄂国投诉请判决昊华精煤补偿在 2006 年高家梁井田 1-7 号井采矿权转让过
程中给原告带来的国有资产损失；杭锦旗鑫河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河国投”）诉
请判决西部能源补交红庆梁煤矿探矿权转让价款。

● 涉案的金额： 鄂国投要求昊华精煤折价补偿因采矿权转让交易给鄂国投造成的国有资产损
失 33,419.43万元， 并由昊华精煤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鑫河国投要求西部能源补交探矿权转让价款
67,421.83万元。 两诉讼合计金额 100,841.26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目前尚无法判定此案诉讼结果，故无法判断对
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日，昊华能源分别收到控股子公司昊华精煤和西部能源报告，两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现将诉讼案件情况公告如下：
（一）鄂国投诉昊华精煤案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鄂国投
被告：昊华精煤
2、诉讼相关背景
案号：（2020）内 06民初 320号
案由：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传唤事由：证据交换、开庭审理
应到时间：2021年 3月 3日 9时 30分
应到处所：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镇文明东街阳光大厦第七审判法庭
3、鄂国投《起诉状》中关于诉讼的案件事由、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1）鄂国投在《起诉状》中陈述的案涉交易的基本过程
鄂国投在《起诉状》中陈述，“2005 年 7 月，鄂国投取得高家梁井田一至七号矿的采矿权，向内蒙

古国土资源厅分别缴纳了高家梁井田一至七号矿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2006年 6月，鄂国投与昊华精煤签订《采矿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高家梁井田一至七号矿的采矿

权共计作价 3.6亿元投入到昊华精煤，昊华精煤其他股东的增资事宜另由其他合同或协议约定，将高
家梁井田一至七号矿的采矿权转让给昊华精煤。

2006年 8月 11日，鄂国投发函市政府请示高家梁井田作价 3.6 亿转让事宜，2006 年 10 月 19 日
市政府批复同意转让。 ”

（2）鄂国投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由
鄂国投在《起诉状》中陈述，“经核查，鄂国投向昊华精煤转让采矿权的交易行为存在一系列违法

违规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 经鄂尔多斯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市税务局、市国资委共同委托广
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转让高家梁井田 1-7井采矿权涉及国有资产损失问题进行分析，该会计师事
务所对上述转让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追溯性评估，得出结论为：本次采矿权转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为
33,419.43万元。

2006年 6月，鄂国投与昊华精煤签订《采矿权转让协议书》, 本次交易中，双方经议价后确定了采
矿权交易价格，程序上未依法独立进行矿业权转让评估，也未进场交易，存在转让程序违法的情形，
导致交易价格严重低于实际价值，致使大额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根据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

（3）鄂国投的诉讼请求
鄂国投诉讼请求是：根据本次煤炭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清查进行的追溯性评估，高家梁井田采矿

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转让价格严重偏低，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因此应当对国有资产损失进
行追缴。 本次交易的标的系高家梁井田 1-7号井采矿权，上述采矿权现已无法原状返还，因此昊华精
煤应当就交易获得采矿权给鄂国投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折价补偿给鄂国投，并由昊华精煤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

（二）鑫河国投诉西部能源案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鑫河国投
被告：西部能源
2、诉讼相关资料
案号：（2020）内 06民初 316号
案由：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传唤事由：证据交换、开庭审理
应到时间：2021年 2月 23日 9时 30分
应到处所：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镇文明东街阳光大厦第七审判法庭
3、鑫河国投《起诉状》中关于诉讼的案件事由、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1）鑫河国投《起诉状》中陈述的案件事由和理由
鑫河国投在《起诉状》中陈述，“2005年 4月 28日，原告鑫河国投与被告西部能源签订了《内蒙古

东胜煤田塔然高勒勘查区探矿权转让合同》，将东胜煤田塔然高勒区红庆梁煤炭勘探探矿权部分转让
于被告。 转让时未对探矿权进行评估，双方约定探矿权转让价款为 5,300万元。

按照广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国有资产损
失评估涉及的第 12、391号问题评估报告内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东胜煤田塔然高勒区
红庆梁煤炭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广实评报字〔2020〕第 2091 号），西部能源在取得鑫河国投转让探
矿权过程中‘未经评估、未进场交易，低价转让取得国有探矿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67,421.83万元。”

（2）鑫河国投的诉讼请求
鑫河国投在《起诉状》中陈述，“鑫河国投与西部能源在转让案涉探矿权的过程中，未经评估，违反

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理》第九条“转让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必须进行评
估”。 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之规定，转让价款的条款无效。

由于上述情况，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泊江海子区祥查探矿权评估报告》（广实评报字
〔2020〕第 2091号）国有资产损失评估结论，要求西部能源补交探矿权转让价款 67,421.83万元。 ”

4、鑫河国投已申请追加被告
鑫河国投在提起诉讼后，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追加被告申请书》，向法院申请：鉴

于太原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山西榆次中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和太原市今儒物贸有限公司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上述三家公司为西部能源受让探
矿权时的股东，为受让探矿权的实际受益人，要求申请追加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补交探矿权转让价
款的责任；并要求判令上述三公司与西部能源承担从 2020年 12月 18日起至实际补交之日的资金占
用利息，以及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三家公司与西部能源共同承担。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鉴于目前案件已被法院受理尚未开庭，昊华能源现已责成昊华精煤和西部能源将聘请专业律师，

搜集整理相关证据资料，全面做好各项应诉准备工作，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昊华能源将根
据自身权益受到的影响，适时启动维权行动。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由于上述两诉讼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定最终诉讼结果，故无法判断对公司损益的具

体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3 日

报备文件：
（一）鄂国投诉昊华精煤案相关文件
1、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2、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 06民初 320号《传票》；
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 06民初 320号《应诉通知书》。
（二）鑫河国投诉西部能源案相关文件
1、杭锦旗鑫河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2、杭锦旗鑫河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追加被告申请书》；
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 06民初 316号《传票》；
4、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 06民初 316号《应诉通知书》。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2021-007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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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号九州通 1号楼 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105,399,6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0.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副董事

长刘兆年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2,511,064 99.7386 2,886,130 0.2610 2,500 0.0004
注：2020 年 1 月 7日和 2020年 7月 10日，公司分别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
的议案》、《关于公司增加 2020 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同意 2020 年度
公司及下属企业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计划向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总额 478.11 亿元
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取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合计为 475
亿元。

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65,525,309 96.3927 37,724,795 3.4127 2,149,590 0.1946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55,822,189 99.2019 2,860,130 0.7973 2,500 0.0008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临时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77,318,908 97.4596 28,078,386 2.5401 2,400 0.0003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5,326,694 99.9933 70,400 0.0063 2,600 0.000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1
关于 2021 年 度公司 及下 属
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
信计划的议案

203,142,030 98.5979 2,886,130 1.4008 2,500 0.0013

2

关于 2021 年 度公司 及下 属
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
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166,156,275 80.6463 37,724,795 18.3102 2,149,590 1.0435

3 关于公司拟发行应收账款资
产证券化产品的议案 39,586,954 93.2564 2,860,130 6.7377 2,500 0.0059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 临
时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177,949,874 86.3705 28,078,386 13.6282 2,400 0.00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 2、议案 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3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
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刘树林和刘兆年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娇、王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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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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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号杉杉大厦 26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51,697,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0.03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公司董事长郑永刚先生和副董事长庄巍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根据《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及相关
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沈云康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2人，董事郑永刚先生、庄巍先生、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李凤凤女

士、彭文杰先生、张纯义先生、仇斌先生、朱京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洪志波女士、徐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莹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授信额度并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1,374,162 99.9503 135,900 0.0208 187,458 0.0289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为重组交割完成后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0,148,249 99.7622 1,361,813 0.2089 187,458 0.028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
授信额度并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2,204,693 87.2091 135,900 5.3756 187,458 7.4153

2 关于公司拟为重组交割完成后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978,780 38.7167 1,361,813 53.8680 187,458 7.415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 2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程钢律师、张扬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07号
转债代码：113027 转债简称：华钰转债
转股代码：191027 转股简称：华钰转股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因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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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钰矿业”或“公司”）于 2021年 1月 13日收到公司监事

王小飞先生《关于操作失误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致歉函》，其于 2021年 1月 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因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情形。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监事王小飞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13,77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025%。 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限为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价
格视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号）。

二、本次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7 日，王小飞先生在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由于本人操作失

误，在交易下单时将一笔股票卖出误操作为股票买入，造成买入公司股份 1,000 股，成交价格为 10.78
元/股，成交金额 10,780元。

王小飞先生发现上述操作后，主动通知公司，并出具了本次误操作买入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
三、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王小飞先生因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经公司核查，上述短线交易行为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
易公司股票的情况；根据王小飞先生最近一笔减持：减持公司股份 1,000 股，成交价格为 10.79 元/股，
成交金额 10,790元。 轧差后计算本次误操作行为王小飞先生合计获得收益 10元人民币，上述收益已
全数上交上市公司。

2、王小飞先生已深刻意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现就本次操作失误构成的短线交易给上市公司
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王小飞先生将汲取本次事件的教训，后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严格规范买卖股票的行为，审慎操
作，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3、公司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对《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审慎操作，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1-002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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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高盛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亚洲”）持有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泽新
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9,530,2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451%。 截至 2021年 1月 12日，高盛亚洲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8,789,205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5.245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1、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高盛亚洲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
减持数量不超过 41,482,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即不超过 20,741,000股）。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 6个月内。

2、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 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1 日期间， 高盛亚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0,741,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3、截至 2021年 1月 12日，高盛亚洲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高盛亚洲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741,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截至 2021年 1月 12日，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 （高盛
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29,530,205 6.2451% IPO 前取得 ：129,530,205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减持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
股 ）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 前 持 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
比例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 （高盛
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20,741,000 1% 2020/12/10 ～
2021/1/12

集中竞价
交易 3.00 -3.58 66,753,402.39 108,789,205 5.2451%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减持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高盛亚洲不属于嘉泽新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高盛亚洲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时间区间内，高盛亚洲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高盛亚洲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承诺，并会及时通知公司减持进展。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高盛亚洲的股份减持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ST鹏起 *ST鹏起 B 公告编号：临 2021-003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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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连续 2018 年、2019 年两年，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公司股票已自 2020年 7月 17日起被暂停上市。 目前公司为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是否出具标准意见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就退市制度修订答记者问》，“新规生效实施前已经被暂停上市的，后续适

用旧规判断应否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适用旧规执行后续退市整理期等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4.3.1 条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
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第 14.1.1条的第（一）项至第（四）项的标准，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公司披露的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

因连续 2018 年、2019 年两年，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公司股票已自 2020年 7月 17日起被暂停上市。 目前公司为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是否出具标准意见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规
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终止上市决定
公司股票已自 2020 年 6 月 23 日起连续停牌。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的时间暂定为

2021年 4月 30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第 14.3.3条的规定，公司
如果触发相关终止上市情形，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
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1-00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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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332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依法对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提交的配股发行证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

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

复，现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
股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 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述反馈意见回复的相
关资料。

公司本次配股发行证券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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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982 证券简称：泉峰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1-004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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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亿元到 1.33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加 3,006万元到 4,724万元，同比增加 35 %到 55 %。
● 预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09亿元到 1.26 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942 万元

到 4,660万元，同比增加 37%到 59%。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

增加 3,006万元到 4,724万元，同比增加 35 %到 55 %。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2,942 万元到

4,660万元，同比增加 37%到 59%。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8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7,948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473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随着国内整车市场自下半年销量逐渐回升，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大涨，以及海外疫情带来的订

单回流影响，公司自 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营业收入稳步增加，尤其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渗透
率实现了大幅提升。

2、公司进行产品结构战略调整，整体毛利率有所提升，毛利率较高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
预计同比增长超过 50%。

3、成本控制取得成效，财务费用下降明显。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

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股票代码：600511 编号：临 2021-002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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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以书面、 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1年 1月 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四名独立董

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姜修昌先生主持，监事和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的议

案》。
根据控股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函，公司业务稳定发展需要，推荐董事长姜修昌先生代为

履行公司总经理职责，代行期限至公司选举产生新任总经理为止。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