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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21-003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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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0,440,414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月 31日（因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休息日，实际解除限售

日期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1年 2月 1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船舶”）本次限售股上市为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
（一）非公开发行核准时间
公司于 2020年 2月 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 号），
核准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发行股份总数为
2,843,870,746 股， 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86,680 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26日披露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临 2020-005）。

（二）股份登记时间及锁定期安排
1、2020年 3月 30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新增

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新增 2,843,870,746股，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如下表：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股） 限售期（月）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83,468,027 36
2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17,494,916 36
3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684,058 36
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9,386,909 12
5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846,680 12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2,641,506 12
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1,825,411 12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829,993 12
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710,537 12
10 北京东富天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1,786,901 12
11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883,757 12

12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9,838,058 12
39,474,613 36

13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78,947,453 36
14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78,157,393 36
15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47,368,117 36
16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1,579,335 36
17 国新建信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736,235 36
18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9,474,612 36
19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8,947,453 36
20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5,788,782 36
合计 2,843,870,746

2、2020年 7月 30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
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月）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64,766,839 6

2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64,766,839 6

3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2,383,419 6

4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430,051 6

5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544,041 6

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658,031 6

7 法国巴黎银行 10,663,860 6

8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安巨星 1号证券投资基金 9,371,761 6

9 桭源鑫汇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836,787 6

1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2,020 6

11 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46,766 6

合计 250,440,414 -

上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完成后， 公司新增发股份数量
为 3,094,311,16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4,472,428,758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的变化，不存在相应限售股的

同比例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等 11名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 承诺其认购的中国船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投资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所持限售股。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信证券对本次中国船舶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0,440,41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41%，涉及股东共 11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31 日（因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休息日，实际解除限售日

期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1年 2月 1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 142,924,232 3.20% 64,766,839 78,157,393

2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 112,134,956 2.51% 64,766,839 47,368,117

3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2,383,419 0.72% 32,383,419 -
4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430,051 0.43% 19,430,051 -
5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544,041 0.35% 15,544,041 -
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658,031 0.26% 11,658,031 -
7 法国巴黎银行 10,663,860 0.24% 10,663,860 -

8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同安
巨星 1号证券投资基金 9,371,761 0.21% 9,371,761 -

9 桭源鑫汇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836,787 0.18% 7,836,787 -
1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2,020 0.17% 7,772,020 -

11 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246,766 0.14% 6,246,766 -

合计 375,965,924 8.41% 250,440,414 125,525,510
上述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日期均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183,116,331 -116,580,309 2,066,536,022

2、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10,663,860 -10,663,860 -

3、其他 900,530,969 -123,196,245 777,334,72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094,311,160 -250,440,414 2,843,870,746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1,378,117,598 250,440,414 1,628,558,01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78,117,598 250,440,414 1,628,558,012

股份总额 4,472,428,758 - 4,472,428,758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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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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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持有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股份 177,472,0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1%，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占其持
股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1%。

2021年 1月 2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1 司冻
0125-01号），获悉四川恒康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被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 结
原因

四川恒康发
展有限责任
公司

注 1 177,472,037 100.00% 26.81% 否 2021 年 1
月 25日 注 2 成都市武侯

区人民法院

合计 - 177,472,037 100.00% 26.81% - - - - -

注 1：2020年 4月 23日， 四川恒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分别委托给贵州汇
佰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使（详见公司临 2020-011 号《关于控
股股东签署＜合作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注 2：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二）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177,472,037 26.81% 177,472,037 100% 26.81%

合计 177,472,037 26.81% 177,472,037 100% 26.81%
二、其他说明
1、截至目前，四川恒康存在债务逾期和诉讼情况，其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阙文彬个人的债务总规

模约为人民币 58.67亿元（本金，不包括利息、罚息等），已全部逾期；四川恒康不存在未到期企业债券，
没有进行信用评级。

2、截至目前，四川恒康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四川恒康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性，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

结事项尚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恒康持有本公司股份 177,472,0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1%，已全

部被司法冻结，其中的 137,222,0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3%，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将于
2021年 2月 18日 10时至 2021年 2月 1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
com）进行公开拍卖。 此外，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决定对四川恒康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
管理人，其持有的股份仍可能继续被司法处置，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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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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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6,000万元。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为上海合

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为人民币 0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76,754,495.27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山支行（以下简称“上海农商行金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合璞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合璞”）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2026 年 1 月 21 日期间在上海农商

行金山支行申请的 2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海合璞参与实际经营的主要股东上
海益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沙靖轶、胡昂以其拥有的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方
式为上述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张漕公路 236号 623室
法定代表人：胡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6年 10月 13日
营业期限：2016年 10月 13日至 2036年 10月 12日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一类、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三类医疗器械（许可
类项目详见许可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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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71.3%股权，上海益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28%股权，沙靖轶持有
0.2%股权，薛人珲（由其配偶段琳代为持有）持有 0.2%股权，胡昂持有 0.2%股权，王宝才持有 0.1%股

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合璞总资产 62,098.17 万元，负债总额 58,122.85 万

元，净资产 3,975.32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14,693.06万元，净利润 458.63万元。（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海合璞总资产 157,188.71 万元， 负债总额 149,906.74 万元， 净资产

7,281.97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76,995.16万元，净利润 1,981.65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为上海合璞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2026 年 1 月 21 日期间在上海农商行金山支行申请的

2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其中：（1）

借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进口押汇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期日之日起二年。（2）汇票承兑、开立信
用证、开立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
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同意，无需
再另行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二年。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
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4、本合同所述的“到期”或

“届满”，包括被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或提前收回的情况。

反担保情况：上海合璞参与实际经营的主要股东上海益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沙靖轶、胡
昂以其拥有的全部财产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下担保责任而使公司承担的一切债务本金、利息、罚息
及违约金、滞纳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公司为实现担保债权所引致的一切有关费用分别且连带地以无限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及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新增控股子公司融资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担保属于前述授权额度范围，风险
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4.825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

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18.20%。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3003� � � � � � � � �证券简称：天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控股子公司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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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与广东科之汇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江门市君恒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广东天元供应链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决定共
同出资设立广东天元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供应链”），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出资 510万元， 持有天元供应链 51%股份， 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8%。

（2） 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制度》，本次投资事项属于总经理权限范畴，已经公司总经理决

定。
（3） 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公司名称：广东科之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7879493071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北 38号 2区首层 P132号
法定代表人：张策才
成立时间：2006年 04月 2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环保节能技术推广和应用服务；智能科技产品的研发与销售；销售：办公设备及配件、

计算机及软件、计算机耗材、家用电器、纸张、文具、文体用品、化妆品、床上用品、个人卫生用品、日用
品；办公设备维修、租赁；食品经营；保健食品经营；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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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公司名称:江门市君恒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MA4UH12W13
住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灵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林树堂
成立时间:2015年 09月 0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销售（含网上销售）：电子产品及其耗材、木制品、不锈钢制品、五金制品、五金交电、塑

料制品、服装、汽车摩托车用品及配件、户外用品、化妆品、护肤品、日用品、洗涤用品、陈皮、家用电器、
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纸制品、皮革制品、办公用品、文体用品、家具、建材、机电设备、保健食品、首饰玉
器、床上用品、钟表、水生动物干制品、食用农产品、音响设备；食品流通（凭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
经营）；提供公关活动及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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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述对手方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上述对手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工商登记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天元供应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5WHTEOE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耀东
成立日期：2021年 1月 22日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 128号 1号楼 104室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生产、加工、销售：纸制品（不含印刷）；销售：文具，办公设备，计算机及辅

助设备，计算机消耗材料，包装材料，塑胶制品，日用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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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资方式和股权结构：
序
号 出资人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 货币 51%
2 广东科之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0 货币 29%
3 江门市君恒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200 货币 20%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科之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江门市君恒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二） 投资金额以及支付方式
公司由甲、乙、丙三方股东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出资

方式为货币出资。 其中甲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乙方以货币出
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2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丙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20%。

（三） 合同的生效条件
甲方、乙方、丙方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签订《广东天元供应链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后即生

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主要是整合公司与投资方的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纸制品类

等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扩大公司纸制品类等产品的销售规模。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子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可能会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业务开展能否取得预

期效果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的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运营管理、财务管理
等制度，积极防范和化解上述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0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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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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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李清东、高波
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拟将上述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2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0,000 20,000 2021年 1月 2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原激
励对象李清东、高波已离职，按照《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决定对上述原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2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
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至今公示期已满四十五天，公司未
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目前，李清东、高波已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故公司对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李清东、高波因个人原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

注销上述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0,000股。

3、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707731），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2名原激励对象涉及的需要回购注
销的 2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 1月 28日完成注销，注销
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45,023,800 33.78% -20,000 45,003,800 33.77%

无限售条件股
份 88,276,580 66.22% 0 88,276,580 66.23%

总计 133,300,380 100.00% -20,000 133,280,380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
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已获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并注销的原因、数量和回购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此外，本次回购并注销事项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尚
待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及减资相关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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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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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
间为：2021年 1月 2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 285号云投商务大厦 A1座 1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 申毅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3,735,8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52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人，代
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2,685,9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18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049,9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702％。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3 人，代表股
份 1,049,9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70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经董事过半数推举，会议由董事申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685,9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994％；反对 1,049,90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1,049,9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何映波、郎书博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云投生态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提案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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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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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下午在河北

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 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5名，代表股份 2,470,295,27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124％，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名， 代表股份
2,356,950,3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0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3 名， 代表股份

113,34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67％。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理人共 79名，代表股份 117,744,7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79％。 根据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及相关部署要求，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现场出席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视频方式参会，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2,451,334,5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25％；反对 18,960,7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75％；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8,783,9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967％；反对 18,960,7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03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与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建设”）之间的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具体如下：

关联股东名称 存在的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量（股）

回避表决情
况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荣盛建设和公司的控股股东 1,430,000,043 回避表决

荣盛建设 关联方本身 323,000,134 回避表决

耿建明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荣盛建设董事 560,000,000 回避表决

刘山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5,000,000 回避表决

邹家立 荣盛建设董事 22,190,000 回避表决

合计 - 2,350,190,177 -

表决结果： 同意 107,987,1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105％；反对 12,117,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9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626,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9.7083％；反对 12,117,9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9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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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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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公司董事长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次减持计划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青鸟消防”）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青鸟消防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先生拟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
有关规定，公司已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4）、《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公司董事长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相关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蔡为民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447,900�股，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 700股，合计 4,44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蔡为民
大宗交易

2021.01.19 30.34 210.00 0.85%

2021.01.20 30.52 109.00 0.44%

2021.01.21 30.50 63.00 0.26%

2021.01.22 31.30 38.00 0.15%

2021.01.25 30.12 24.79 0.10%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9.18 42.26 0.07 0.00%

合计 444.86 1.81%
蔡为民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蔡为民

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448,6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蔡为民

合计持有股份 32,823,720 13.33% 28,375,120 11.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05,930 3.33% 3,757,855 1.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617,790 10.00% 24,617,265 10.00%

本次减持后，蔡为民先生不再减持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减持的剩余股份，蔡为民先生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蔡为民先生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
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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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亦
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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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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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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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年 1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经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定公司 2021年度信息披露媒体的议案》
公司选定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2021年度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聘请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证券法律顾问的议案》
公司续聘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证券法律顾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张良先生提名，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向茜茜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自 2021年 1月 22日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向茜茜女士简历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附件：向茜茜女士简历
向茜茜，女，1992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负责人（代），曾任深圳

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兼高级文秘，深圳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高级文秘。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向茜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向茜茜女士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任职条件。

向茜茜女士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755-8374� 1808
公司传真：0755-8397� 5237
电子邮箱：xiangqq@segcl.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座 31楼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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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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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预计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452 万元至 10,877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489万元至 5,914万元，同比增长 90%至 119%。
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508 万元至 8,433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291万元至 5,216万元，同比增长 133%至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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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452 万元至

10,8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489万元至 5,914万元，同比增长 90%至 119%。
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508 万元至 8,433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291万元至 5,216万元，同比增长 133%至 162%。
（三）本期业绩预告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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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6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3,217万元。

（二）每股收益 0.22元 /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在宏观环境错综复杂及新冠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主动拥抱变化，持续加强

电商渠道建设及布局优化，有效深耕经销业务渠道，坚持组织变革与创新，及时调整营销战略，在产品
力、品牌力、渠道能力建设方面持续发力，整体业务实现稳健增长，推动公司整体利润大幅增长。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非经营性损益 1,944 万元至 2,444 万元，主要系公司并表珠海拉芳品观华熙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0年投资的无锡戴克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允价值变动，产生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导致非经常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财务部门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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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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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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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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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8,009,416 17,016,938 5.83

营业利润 6,803,652 6,484,262 4.93

利润总额 6,773,488 6,450,422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8,387 5,080,248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32,449 5,084,494 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6 1.48 5.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7 15.61 下降 1.04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4,246,728 601,997,736 1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4,333,297 40,632,699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8,341,712 34,641,114 10.68

普通股股本 3,421,554 3,421,554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1.21 10.12 10.77

不良贷款率（%） 1.21 1.22 下降 0.01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292.15 279.98 上升 12.17个百分点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本行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决策部署，强化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责任担当，以数据驱动转型，加快生态银行建设，持续推进业务转型和精益管理，取得了业务规
模、效益和质量的稳步提升。

营收和利润稳步增长，业绩稳健向好。 2020年，本行实现营业收入 180.09 亿元，同比增加 9.92 亿
元，增幅 5.83%；利润总额 67.73 亿元，同比增加 3.23 亿元，增幅 5.01%；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38亿元，同比增加 2.58亿元，增幅 5.08%。

资产规模平稳增长，主营业务保持高增长。 2020 年末，本行资产总额 7,042.47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22.49 亿元，增幅 16.98%；吸收存款本金总额 4,564.52 亿元，较年初增加 692.74 亿元，增幅 17.89%；
发放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 3,149.97亿元，较年初增加 546.74亿元，增幅 21.00%。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增强。 2020年末，本行不良贷款余额 38.13亿元，不良贷
款率 1.21%，较年初下降 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292.15%，较年初上升 12.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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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与最终公告的本行 2020 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本行法定代表人朱玉国、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伍杰平、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岚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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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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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月 22日召开了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数量为 985,335股，公司总股本将从 696,981,071股减至 695,995,736股。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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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84，证券简称：西陇科学）连续三

个交易日（2021年 1月 21 日、2021 年 1 月 22 日、2021 年 1 月 25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
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