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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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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鉴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 全体监事一
致推举监事陈芳娟女士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已顺利完成，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有序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全体监事讨论，同意选举陈芳娟女士 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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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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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鉴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
知时限。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夏永辉先生主持会议。
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已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夏永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人员构成

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由董事长夏永辉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为独立董事陈少

杰、董事俞清尧。
2、审计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邹玲任召集人，成员为独立董事庞正忠、独立董事陈

少杰、董事长夏永辉、董事俞清尧。
3、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陈少杰担任召集人，成员为独立董事庞正忠、董事长

夏永辉。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陈少杰担任召集人，成员为独立董事邹玲、董

事长夏永辉。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人员构成如下：
聘任俞清尧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陈甜敏女士、董毅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董毅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夏秀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谢玲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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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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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1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在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已于同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计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夏永辉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夏永辉先生、俞清尧先生、陈甜敏女士、董毅敏先生、夏秀华女士
2、独立董事：邹玲女士、庞正忠先生、陈少杰先生
（三）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
1、战略委员会：夏永辉、陈少杰、俞清尧。
2、审计委员会：邹玲、庞正忠、陈少杰、夏永辉、俞清尧。
3、提名委员会：陈少杰、庞正忠、夏永辉。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少杰、邹玲、夏永辉。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陈芳娟女士
（二）监事会成员：陈芳娟女士、曹京龙先生、齐赞先生
以上人员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第二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一）总经理：俞清尧先生
（二）副总经理：陈甜敏女士、董毅敏先生
（三）财务总监：夏秀华女士
（四）证券事务代表：谢玲娇女士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未发生变化。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料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
的情形。

其他人员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6月 29日
附件简历：
总经理：
俞清尧，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1994年 8月

至 2014年 1月，任百威英博（台州）啤酒有限公司厂长。 2014年 2月至 2018年 6月，任浙江大自然旅
游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 6月至今，任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
陈甜敏，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学历：中专。 1999年 1月至 2018年 6月，任浙

江大自然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 6月至今，任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董毅敏，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学历：高中。 1992年 5月至 2001年 6月，浙江

九洲药业有限公司任销售主管。 2001年 6月至 2018年 6月，任浙江大自然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2018年 6月至今，任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夏秀华，女，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学历：大专，初级会计师。 2008年 4月至 2018

年 6月，任浙江大自然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8年 6月至 2018年 10月，任浙江大自然户外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8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

证券事务代表：
谢玲娇，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学历：大专。 2006年 2月至 2018年 6月任浙

江大自然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2018年 6月至 2019年 9月，任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主管。 2019年 10月至今，任职于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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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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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平桥

镇下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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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32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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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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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夏永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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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董毅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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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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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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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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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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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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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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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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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夏永辉 74,320,302 99.9926 是

9.02 俞清尧 74,320,002 99.9922 是

9.03 陈甜敏 74,320,002 99.9922 是

9.04 董毅敏 74,320,002 99.9922 是

9.05 夏秀华 74,320,002 99.9922 是

2、《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邹玲 74,320,602 99.9930 是

10.02 庞正忠 74,320,302 99.9926 是

10.03 陈少杰 74,320,202 99.9925 是

3、《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陈芳娟 74,320,902 99.9934 是

11.02 曹京龙 74,320,602 99.9930 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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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6,8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6,8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制定＜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6,825,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01 夏永辉 6,820,302 99.9200
9.02 俞清尧 6,820,002 99.9156
9.03 陈甜敏 6,820,002 99.9156
9.04 董毅敏 6,820,002 99.9156
9.05 夏秀华 6,820,002 99.9156
10.01 邹玲 6,820,602 99.9244
10.02 庞正忠 6,820,302 99.9200
10.03 陈少杰 6,820,202 99.918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1、6、7、9、10
3、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茜芝、金伟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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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9 日

关于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1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6月 2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上证港股通 ETF

基金主代码 5139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招商上证港股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 7月 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 7月 1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持
有人利益。

注：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港股通综，扩位证券简称为港股
通 ETF。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了保证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暂停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自 2021年 7月 2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非港股通交易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购和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非

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com 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9 日

关于暂停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6月 2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上证港股通 ETF
基金主代码 5139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招商上证港股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
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 6月 2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 6月 28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天气原因，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为
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维护基金持有
人利益。

注：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场内简称为港股通综，
扩位证券简称为港股通 ETF。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香港交易所 2021年 6月 28日发布的公告，受黑色暴雨天气影响，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

于 2021年 6月 28日上午暂停交易。为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暂停本基金 2021年 6月 28日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com 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5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之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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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现对上述公告正文“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第一项
“（一）生产经营情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生产经营一
切正常。 至目前行业政策未出
现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不存在
大幅波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一）生产经营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至目前行业政策未出现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
不存在大幅波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2021年上半年公司受玻璃价格同比上升、公司销售结构调整影响，公司玻璃板块产
品毛利率上升以及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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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大幅上升（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刊登的《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6）

除上述更正之外，其余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6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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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增加 69400万元———7240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913%-95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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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增加 57640 万

元———6064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840%-884%左右。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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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

司业绩受到玻璃价格波动影响较大，若玻璃价格出现回调，公司预计业绩将会受到影响。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增加 69400万元———7240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913%-95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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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增加 57640 万

元———6064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840%-884%左右。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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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7.3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6859.85万元
（二）每股收益：0.053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主要系报告期内玻璃价格上升、公司销售结构调整影响，公司玻璃板块产品毛利率上升所致。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1、出售联营公司中材金晶股权取得收益 8116万元；2、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7500 万元；3、所得税影

响-3091万元。 上述合计 12525万元。
（三）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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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较大，系上年同期基数较低。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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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

司业绩受到玻璃价格波动影响较大，若玻璃价格出现回调，公司预计业绩将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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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及再质押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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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金生光、金生辉、李建莉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4,311.6313

万股、1,760万股、2,181.2963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以下简称“青
海银行”），质押融资用途为支持其控制企业的经营发展（详见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045）。截至目
前，金生光、金生辉、李建莉已陆续归还部分借款合计 5,600万元。

经与青海银行协商，金生光、金生辉、李建莉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分别解除质押股份 91 万股、440
万股、1,500万股。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1年 6月 24日，金生光、金生辉、李建莉同时将上述解除质押股份再次质押给青海银行，质押

融资金额合计 4,000万元，用途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由于每年 6-7 月处于公司施工黄金期，为顺利推进公司在建项目工程建设，完成施工合同任务，

抢抓施工进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青海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质押融资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以购买原材料、支付劳务款项等。本次质押为场外质押，质权人为银行，实际控制人为上市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展的支持。

目前金生光、金生辉、李建莉股票质押率虽然较高，但不存在强制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
金生光、金生辉、李建莉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平仓风险。金
生光、金生辉、李建莉拥有不动产、其他股权投资等资产，其他股权投资所涉行业广泛，金生光、金生
辉、李建莉将通过加强控制企业日常经营，资产处置变现，加快资金回笼，降低质押融资金额，合理控
制质押比例，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339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1-030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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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39号），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
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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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

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下列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不开放或基金管理
人有权决定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

因 2021 年 7 月 1 日非港股通交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司决定对旗下部分基金 2021年 7月 1日起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
定额投资等业务（具体业务类型和开放状态以各基金实际情况为准），并自 2021 年 7 月 2 日起恢复办
理上述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8657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9190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9376 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10003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0004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6 010104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0105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7 010478 景顺长城泰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10108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11058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1059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1 010289 景顺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8060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4 007274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 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5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8131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11328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1329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8 011018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1019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9 010350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0979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4476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5914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6106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6435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注：
1、上述基金是否开通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如遇上述基金因其他原因暂

停相关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关事宜。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的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9 日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

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262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 7月 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 7月 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 7月 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21年 7月 1日香港市场无交易（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QDII）（人民币）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QDII）（美元现
汇）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62001 01067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相关业务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 2021 年 7 月 2 日起恢复办理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不

再另行公告。
2、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关事宜。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及《证券
日报》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