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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之控股股
东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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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现任九鼎集团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吴刚，现任九鼎集团董事兼总
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黄晓捷，现任九鼎集团董事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覃正宇，现任九鼎集团董事
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蔡蕾，现任九鼎集团董事兼副总经理、曾任公司董事吴强，曾任九鼎集团
董事会秘书、曾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古志鹏于 2021年 1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号）。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信息披露违法。
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一、责令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的罚款。
二、对吴刚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的罚款。
三、对黄晓捷、覃正宇、古志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十万元的罚款。
四、对蔡蕾、吴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五万元的罚款。
●九鼎集团之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控股”），现任九鼎控股执行

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吴刚于 2021年 1月 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2
号）。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
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责令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501,291,644元,并处以 100,000,000元罚款；
对吴刚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00元罚款。
●九鼎集团、九鼎控股及相关责任人诚恳接受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同时切实

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九鼎集团、九鼎控股高度重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积极整改，全面完善公司合规及信息披露管理，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九鼎集团于 2018年 3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 沪调查

2018-1-068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对
九鼎集团进行立案调查。

2021 年 1月 13日，九鼎集团，现任九鼎集团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吴刚，现任九鼎集团董事兼总
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黄晓捷，现任九鼎集团董事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覃正宇，现任九鼎集团董事
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蔡蕾，现任九鼎集团董事兼副总经理、曾任公司董事吴强，曾任九鼎集团
董事会秘书、 曾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古志鹏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
号）。

2021 年 1月 13日，九鼎控股，现任九鼎控股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吴刚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2号）。

一、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号）的原文内容如下：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刚、黄晓捷、覃正宇、蔡蕾、吴强、古志鹏：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430719，以下简称九鼎集团）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 我会拟依法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以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当事人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九鼎集团公开披露的 2014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情况
九鼎集团于 2014年 4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挂牌，

于 2014年 4月 23日完成了 2014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 此后，九鼎集团开始筹划 2014年第二次定
向发行股票（以下简称第二次定向发行）。 九鼎集团分别于 2014年 6月 24日、8月 8 日通过全国股转
公司公开披露《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以上两份信息披露文件记载，九鼎集团于 2014 年 6 月 22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九
鼎集团于 2014年 7月 8日召开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决定向九鼎控股等 4 家单位，包含钱国荣、王尔平、张征、易彬、冯源
（以下简称钱国荣等 5 人）在内的 11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股票 573,833,519 股，发行价格 3.92 元/股，募
集资金 22.5亿元。第二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合计 173人，未超过 200人，根据《国务院关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 号）关于“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
券，且发行后证券持有人累计不超过 200人的，证监会豁免核准”的规定，第二次定向发行不需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发行核准。 第二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于 2014年 8月 11日在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开转让。

二、九鼎集团 2014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
（一）九鼎控股与 161家单位、个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不晩于 2014 年 6 月 22 日，九鼎集团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控股，

实际控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与 161 家单位、个人分别签订了《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九鼎控股将其拟认购的九鼎集团第
二次定向发行股票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和股数分别转让给上述 161 家单位、个人，同时约定
九鼎控股“协调九鼎投资（现为九鼎集团，下同）的其他股东按照同样价格转让同样数量的九鼎投资的
股票给甲方（即 161家单位、个人）”，亦属于九鼎控股完成了股份转让义务。

（二）161家单位、个人受让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所用资金安排
1.九鼎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接受 161 家单位、个人转让九鼎集团关联企业基金份额，并通过九

鼎控股将基金对价交付给 161家单位、个人，用以支付参与定向增发股票的资金
上述 161家单位、个人均为九鼎集团关联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不晚于 2014年 6月 1日，

上述 161 家单位、个人分别作为甲方，九鼎集团全资子公司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拉萨昆吾）作为乙方，九鼎集团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出资转
让协议》）。《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嘉兴嘉泽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
嘉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九鼎集团关联有限合
伙企业认缴出资份额，以约定价款转让给拉萨昆吾，转让价款支付给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第三方。

《出资转让协议》签订后，不晩于 2014年 6月 22 日，上述 161 家单位、个人分别向拉萨昆吾、九鼎
集团、九鼎控股发送了《出资份额转让款项支付通知函》，告知拉萨昆吾将《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相应
价款支付给九鼎控股，作为 161家单位、个人拟从九鼎控股受让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的预付
款。 2014年 7月 10日至 15日,九鼎集团代拉萨昆吾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九鼎控股。

2014年 8月 11日至 2015年 4月 16日，九鼎控股陆续将根据《出资转让协议》代收的出资份额转
让款支付给 161家单位、个人，用于支付受让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价款。

2.九鼎控股出资并安排五个账户接受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并在五个账户将股票转让给
真正的定向增发对象 161家单位、个人后收回定增出资款

2014 年 6 月 20 日,九鼎控股与钱国荣等 5 人分别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钱国荣等 5 人分别向九
鼎控股借款 390,000,000 元、375,250,000 元、325,250,250 元、222,871,500 元、304,568,750 元，借款用途
全部为认购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借款协议》同时约定，在债权债务存续期间，九鼎控股有
权随时要求钱国荣等 5人将其所认购的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按照发行价格，转让给九鼎控股或九鼎
控股指定的第三方，所得价款用于提前清偿借款，同时九鼎控股豁免相应借款利息。

同日，钱国荣等 5人向吴刚出具《委托书》，将其证券账户及拟分别认购的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
行股票委托吴刚管理，吴刚受托可进行“登录委托方证券账户”，“根据受托方指示进行买入、卖出操作
及资金划转操作”等行为。 2014年 7月 10日至 14 日,九鼎控股将上述款项转入钱国荣等 5 人银行账
户。

（三）相关单位、个人受让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吴刚等人的统一安排，钱国荣等 5人不早于 2014 年 7 月 6 日认购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行

股票 412,634,884股。自 2014年 8月 12日至 2015年 4月 16日期间，吴刚、古志鹏等人指使相关人员,
具体操作“钱国荣”、“王尔平”、“张征”、“易彬”、“冯源”等 5 个证券账户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
钱国荣等 5人认购的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协议转让给 161 家单位、个人。
由于 161 家单位、个人中存在代持有限合伙出资份额情况，实际受让上述股票的单位、个人总计 173
家。 实际受让股票数量 332,631,522股，成交金额 1,254,706,400元。 在收到上述股票转让价款后,钱国
荣等 5人将相关价款又转回九鼎控股。 上述交易完成后，九鼎集团参与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股东人
数与原有股东人数合计 335名。

以上事实有九鼎集团公告、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相关合同、委托书、财务凭证、银行资金流
水、证券交易流水、工商登记资料、公司情况说明、相关人员电子邮件和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九鼎集团在 2014 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过程中，故意隐瞒实际认购定向发行股票的
股东数量，在《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等信息披露文件中进行虚假记载，
从而达到规避监管的目的。 九鼎集团还通过一系列安排与相关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第二次定向发
行后的基金份额换股，导致第二次定向发行后九鼎集团的实际股东人数累计超过 200 人，达到了 335
人，依法应当报经我会核准，但九鼎集团仅按照第二次定向发行的表面形式（即表面上看，发行后股东
人数未超过 200人）履行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备案程序。 九鼎集团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非
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
成《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第六十条“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
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依照《证券法》（即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处罚”的情形。

在上述违法行为中，九鼎集团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吴刚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九鼎集团董事、总
经理黄晓捷，九鼎集团董事、副总经理覃正宇、蔡蕾、吴强，时任九鼎集团董事会秘书古志鹏是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照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责令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的罚款。
二、对吴刚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的罚款。
三、对黄晓捷、覃正宇、古志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十万元的罚款。
四、对蔡蕾、吴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五万元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
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回执》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并于
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送达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或当地证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2号）的原文内容如下：
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吴刚：
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控股）涉嫌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案已由我会调

查完毕，我会拟依法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以
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当事人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九鼎控股利用“钱国荣”等 5个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
九鼎控股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同创九鼎投

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430719,以下简称九鼎集团）控股股东。 2014 年 6 月 24 日、8 月 8
日，九鼎集团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公开披露《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北
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以上两份信息披露文件记载，钱国荣、
王尔平、 张征、 易彬、 冯源 5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钱国荣等 5 人） 认购了九鼎集团定向发行股票
412,634,884股。 上述股票于 2014年 8月 11日在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开转让。

2014年 6月 20 日，九鼎控股与钱国荣等 5 人分别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钱国荣等 5 人分别向九
鼎控股借款 390,000,000 元、375,250,000 元、325,250,250 元、222,871,500 元、304,568,750 元，借款用途
全部为认购九鼎集团定向发行股票。《借款协议》同时约定，在债权债务存续期间，九鼎控股有权随时
要求钱国荣等 5人将其所认购的九鼎集团定向发行股票，按照发行价格，转让给九鼎控股或九鼎控股
指定的第三方，所得价款用于提前清偿借款，同时九鼎控股豁免相应借款利息。

同日，钱国荣等 5人向时任九鼎控股执行董事吴刚出具《委托书》，将其证券账户及拟分别认购的
九鼎集团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委托吴刚管理，吴刚受托可进行“登录委托方证券账户”，“根据受托方
指示进行买入、卖出操作及资金划转操作”等行为。2014年 7月 10日至 14日，九鼎控股将上述款项转
入钱国荣等 5人银行账户。 不早于 2014年 7月 6日，九鼎控股利用“钱国荣”、“王尔平”、“张征”、“易
彬”、“冯源” 等 5 个证券账户（以下简称“钱国荣” 等 5 个证券账户） 认购九鼎集团定向发行股票
412,634,884 股。 自 2014 年 8 月 12 日至 2015 年 4 月 16 日期间，吴刚指使相关人员，具体操作“钱国
荣”等 5个证券账户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卖出“九鼎集团”374,724,444股，扣除交易税费及作为借款清偿
返还给九鼎控股后实际盈利 68,372,487元。

二、九鼎控股利用“冯源”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
在 2014年 6月九鼎集团定向发行股票实施前，九鼎控股即利用“冯源”证券账户持有“九鼎集团”

32,517,204股。 2015年 5月 25日至 26日,九鼎控股利用“冯源”证券账户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卖出“九鼎
集团”21,590,000股，扣除交易税费后实际盈利 432,919,157元。

综上，九鼎控股在 2014年 8月 12日至 2015 年 5 月 26 日期间，控制“钱国荣”等 5 个证券账户交
易“九鼎集团”，合计盈利 501,291,644元。

以上事实有九鼎集团公告、相关合同、委托书、承诺函、财务凭证、银行资金流水、证券交易流水、
工商登记资料、公司情况说明、相关人员电子邮件和询问笔录、相关证券交易 IP地址、全国股转公司计
算数据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九鼎控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第八十条“禁止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
零八条第一款所述“违反本法规定，法人以他人名义设立账户或者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的”行为。

在上述违法行为中，九鼎控股执行董事吴刚起组织、策划、决策、领导作用，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照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零八条，我会
拟决定：

责令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501,291,644元,并处以 100,000,000元罚款；
对吴刚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00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
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回执》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并于
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送达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或当地证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九鼎集团、九鼎控股及相关责任人诚恳接受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同时切实做
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九鼎集团、九鼎控股高度重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积极整改，全面完善公司合规及信息披露管理，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本次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后续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予以及时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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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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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解冻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解除保全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100,924,354.05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裁定为解除冻结裁定,该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2020）最高法民终 479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湘电股份银行账
户的冻结，因此本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对公司现金流有正面影响。

针对弈成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成”）与湘电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风

能”）、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或“公司”）、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通东泰”）的债权人代位权的诉讼案，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涉及诉讼暨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的公告》（编号：2018 临-030）， 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补充公告》（编号：2019临-035），于 2019年 10月 25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编号：2019 临-069），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临-070）以及 2021年 1月 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
讼情况的进展公告》（编号：2021临-002）。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4日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签发的
《民事裁定书》（[2018] 湘民初 31号之三）。 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解除保全申请

人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金额（元） 目前进展情况

1 （2018）湘民初
31号之三

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

湘潭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

弈成新材料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100,924,354.05 收到解除冻结

裁定，已生效
合计 100,924,354.05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解除保全申请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聂克，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
被申请人：弈成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季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仕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2、案件基本情况：
弈成起诉湘电风能要求支付货款及本案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诉讼费等。 因湘电股份系湘

电风能唯一股东，弈成要求湘电股份应对湘电风能承担连带责任，并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冻结了湘电股
份银行存款。 一审法院判决湘电股份无须对湘电风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依据最终生效判决，湘电股份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保全措施。

3、本案申请事项：
申 请 解 除 对 湘 潭 电 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湘 潭 岳 塘 支 行 的 银 行 账 户

（43050163610800000049_1）资金的冻结。

三、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 1月 1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的 43050163610800000049_1 银行账户的冻结，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并
于 2021年 1月 14日送达湘电股份。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裁定为解除冻结裁定,该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479号民事判决书作

出，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湘电股份银行账户的冻结，因此本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无影响，对公司现金流有正面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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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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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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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前，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森物流”）持有山西省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64，868,4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 9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

告》（2020-059），田森物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1,66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 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减持的股份总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即不超过
10,846,636股。 减持区间为 2020年 10月 19日至 2021年 4月 16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田森物流未实施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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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64,868,470 15.20%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取 得 ：
96,981,453股
其他方式取得：67,887,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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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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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田森集团物
流配送有限公司 0 0% 2020/10/19

～2021/4/16
集中 竞 价
交易 0-0 0 164,868,470 15.2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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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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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田森物流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
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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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森物流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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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减持。 在减持期间，田森物流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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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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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5,100.00 万元向绍兴斯科
制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斯科”）转让所持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裕工业”）
100%股权。 此外，公司享有对嘉裕工业 960.00万元债权，约定绍兴斯科代嘉裕工业向公司偿还上述欠

款。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于 2021年 1月
13日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及《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近日，嘉裕工业已完成上述股权变更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不再持有嘉裕工业股权，嘉裕工业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绍兴斯科股权转让款 5,100.00 万元，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绍兴斯科已完成支付全部的股权对价。 此外公司已收到绍兴斯科支付的代偿款 960.00万元。 本次
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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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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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纪刚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6,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贾渊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4,1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 2021年 1月 13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纪刚先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本次减持后，纪刚先生持有公司
5,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贾渊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55,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本次减持后，贾渊先生持有公司 3,5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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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240,000 0.72% IPO前取得：2,9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340,000股

贾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105,000 0.47% IPO前取得：30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8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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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纪刚 800,000 0.09% 2020/7/20 ～
2021/1/8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11.50 －
266.50 189,576,838 未 完 成 ：

756,250股 5,440,000 0.63%

贾渊 555,000 0.06% 2020/7/20 ～
2021/1/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14.00 －
269.00 127,967,683 未 完 成 ：

130,000股 3,550,000 0.4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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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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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110.29万元到 43,081.20万元,其中重组标的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
科技”）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000.00 万元到 31,000.00 万元，公司整体同比增加 15%
到 30%。

2、预计公司 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67.55 万元到
40,304.03 万元， 其中重组标的香江科技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7,000.00万元到 29,000.00万元，公司整体同比增加 10 %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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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10.29 万元到

43,081.2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增加 15%到 30%。
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67.55 万元到 40,304.03 万元，与

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增加 10%到 25%。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本公司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139.3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243.23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整体发展符合预期；
公司受 2020年疫情影响有限。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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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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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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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 将不超过
1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该笔闲置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上述资金到期前将及时转入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获得董事会授权后，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3,000万元。
2020年 7月 8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

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7月 9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2020年 8月 14日， 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15 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2020年 10月 16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10月 17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

2020年 12月 21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22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2021年 1月 14日， 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尚未归还的金额为 4,000 万元，使用期
限未超过 12 个月，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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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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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5,100.00 万元向绍兴斯科
制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斯科”）转让所持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裕工业”）
100%股权。 此外，公司享有对嘉裕工业 960.00万元债权，约定绍兴斯科代嘉裕工业向公司偿还上述欠
款。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于 2021年 1月
13日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及《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近日，嘉裕工业已完成上述股权变更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不再持有嘉裕工业股权，嘉裕工业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绍兴斯科股权转让款 5,100.00 万元，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绍兴斯科已完成支付全部的股权对价。 此外公司已收到绍兴斯科支付的代偿款 960.00万元。 本次
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1-00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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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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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34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公开配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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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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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配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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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2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注册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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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近日， 控股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2MA2AKWAE4N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兴港大道 13号
法定代表人：陈晓宇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06日
营业期限：2017年 11月 06日至 2027年 11月 05日
经营范围：供电服务、蒸汽供应、热水生产、热力材料供应、热力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21-007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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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 2020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

知》（中汇交公发〔2020〕401号），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
务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20 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于近日在中
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进行披露。

兖矿财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20
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或股东权益）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银行存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678,779,244.90

存放中央银行款
项

1,600,338,388.4
4 964,713,765.0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项

存放同业款项 9,645,341,614.7
4

12,917,931,794.3
6 拆入资金

贵金属 交易性金融负债

拆出资金 487,500,000.00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355,712.19 32,015,464.7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衍生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21,272,526,742.
10

21,509,542,991.
85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应付职工薪酬 768,063.61 399,136.82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29,685,767.05 27,892,987.69

发放贷款和垫款 13,668,745,109.
65

10,730,536,303.0
7 应付利息 2,492,659.76 2,257,833.34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预计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 其他负债 175,284,064.81 5,157,192.63

固定资产 2,668,700.93 4,240,013.57 负债合计 22,159,536,542.
23

21,545,250,142.
33

无形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473,127.60 41,273,597.43 实收资本(或股本) 2,500,000,000.0
0

2,500,000,000.0
0

其他资产 3,670,257.86 3,670,257.86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65,587,523.00 145,144,991.45

一般风险准备 362,572,634.63 358,863,366.65

未分配利润 325,396,211.55 145,122,695.6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3,353,556,369.1
8

3,149,131,053.7
0

资产总计 25,513,092,911.
41

24,694,381,196.0
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25,513,092,911.
41

24,694,381,196.
03

二、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0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37,962,618.39 390,118,253.83

利息净收入 334,932,552.61 387,440,677.46

利息收入 497,993,545.28 590,012,545.55

利息支出 163,060,992.67 202,571,868.0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332,672.95 4,727,729.1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419,138.00 4,827,546.3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86,465.05 99,817.2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55,413.10

其中：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464.70 340,247.49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81,928.13 -2,749,898.50

其他业务收入 4,085.14

二、营业支出 107,637,035.01 117,209,332.60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40,130.21 3,861,486.82

管理费用 23,109,567.47 25,346,977.97

资产减值损失 81,387,337.33 87,996,867.81

其他业务成本 4,0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0,325,583.38 272,908,921.2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92,515.88 13,682.8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0,133,067.50 272,895,238.39

减：所得税费用 57,816,501.92 68,469,922.9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2,316,565.58 204,425,315.4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1-001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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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晶公司”）于近日收

到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的《关于浙江省 2020 年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
复函》（国科火字〔2020〕251 号），获悉紫晶公司被列入《浙江省 2020 年高新技术企业名单》，通过了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 证书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2033007421
发证时间：2020年 12月 1日
有效期：三年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紫晶公司自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即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
关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839 证券简称：安正时尚 公告编号：2021－002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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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关于浙江省 2020 年高新技术企业备
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0〕251 号），公司被列入浙江省 2020 年高新技术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编号为 GR202033003783，发证日期为 2020年 12月 1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
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1-003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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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327,314,261.21 5,972,263,435.78 39.43
营业利润 638,191,535.97 520,022,905.65 22.72
利润总额 612,631,757.08 502,294,354.17 2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890,303.88 406,143,739.38 2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118,628.56 356,633,984.00 1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91 1.56 2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2 23.61 增加 1.4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160,864,260.99 5,675,296,091.06 6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560,529,255.71 1,724,914,433.56 48.44

股本 268,883,918.00 186,380,481.00 4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9.52 9.25 2.92

注：2020年 6月，公司完成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根

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并列报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32,731.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43%；营业利润 63,819.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72%；利润总额 61,263.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089.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33%，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司
主营产品销量和建筑装饰业务同比增长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916,086.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1.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56,052.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44%，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规模扩大、完成非
公开发行新股及利润增加所致。

（二）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9.43%，主要是公司营业状况良好，工程、防水和建筑装饰业务销量

增长所致。
2、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 61.42%，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48.44%，主要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非公

开发行新股和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4、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44.27%，主要是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指标

可能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案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