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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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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光华长安大厦 1座 1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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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5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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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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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苏同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扬
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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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郭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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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长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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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70,611 99.9702 28,100 0.0298 0 0.0000
2、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

项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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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70,611 99.9702 28,100 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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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延长 2020 年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158,300 84.9248 28,100 15.0752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
期的议案

158,300 84.9248 28,100 15.075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 2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者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漾、郑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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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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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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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和仲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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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阶段：一审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26.32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

司的最终影响。 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被申请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期，由于公司出现的阶段性流动性紧张及债务风险，部分金融机构及合作方向公司提起了诉讼

或仲裁，涉案金额累计约 26.32亿元，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鉴于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

程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 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
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对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附表：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序
号

当事人

事由 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内容
收 到 起
诉 状 或
申 请 书
的时间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受理法院
或仲裁机
构

案件 进
展情况原告 被告

1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
分行

被告一：天津蓝光骏景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
同纠纷

1、 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归还剩余借款本
金 13194000 元 ， 以及利息 （暂 计
44859.6元）、复利、罚息；
3、 判令原告就第一被告名下抵押的蓝
光雍锦湾项目 9 号楼、16 号楼在建工
程享有优先清偿权；
4、 判令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的第 1 项
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本案相关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2021.8.9 1323.89
天津市和
平区人民
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2
安徽绿城
佳园置业
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保证金
返还合
同纠纷

1、 请求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履约保证金
5000万元；
2、 请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履约保证
金约定的利息， 截止起诉之日利息为
4716478元；
3.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为实
现债权的费用 37030元；
4. 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2021.8.4 5475.35
杭州市滨
江区人民
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3
重庆琮华
建设有限
公司

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1、解除签订的《重庆蓝光鹭湖长岛项目
一期二标段（1#）总包工程合同》及全
部补充协议；
2、 判 令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工 程 款
150880368.77 元及资金利息， 直至付
清；
3、判令被告以工程款 15088368.77 元为
基数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
4、 判令被告赔偿各项损失 5171881.83
元；
5、 判令被告退还租赁保证金 10 万元，
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6、 判决原告对其施工的建设工程折价
款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7、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2021.7.2615615.23
重庆第五
中级人民
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4
上海祥贺
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质保金
返还合
同纠纷

1、 判令被告返还履约保证金 1000 万
元；
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暂计 50万元。

2021.8.2 1050
成都市高
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5
兴业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被告一：新乡市唐普锦
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被告二：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茂名烁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四：四川蓝光和骏
实业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
金人民币 23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暂计
6214850.01 元）、违约金（暂计 3894506
元）；
2、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赔付律师费
56万元；
3、 判令被告二对上述第 1、2 项所确定
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原告在上述第 1 项及第 2 项所
确定的债权范围内， 以被告三名下坐
落于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宝光街道北江
垌的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5、 判令被告四对本案抵押物即被告三
名下坐落于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宝光街
道北江垌的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第 1 项
及第 2 项所确定的债权的部分承担偿
还责任；
6、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一、被告
二、被告三共同负担。

2021.8.1224166.94
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待开 庭
审理

6

开平市敬
军建筑劳
务有限公
司
开平住宅
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
公司

被告一：茂名煜坤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蓝光发展
有限公司

劳务合
同纠纷

1、 请求判令两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劳
务费 2650 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50
万元；
2、 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

2021.8.172700
茂名市茂
南区人民
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7
温州德信
泓宸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一：宁波蓝光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二：宁波奉化蓝煜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三：宁波蓝亿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四：宁波优蓝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五：宁波圳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六：上海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七：四川蓝光和骏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八：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
同纠纷

1、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清偿借款人
民币 8823万元及利息（暂计 1176.4 万
元）。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
五、被告六、被告七、被告八对第一项
被告一对原告的欠款人民币 8823 万元
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3、 判令被告八对第二项被告七承担的
共同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八被告共同承担。

2021.8.2 9999.4
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待开 庭
审理

8
厦门狄耐
克智能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一：四川蓝光和骏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质保金
返还合
同纠纷

1、 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
《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于 2021 年 5
月 6日解除；
2、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退
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3000 万元， 并支
付履约保证金实际占用期间利息人民
币 433972.60元；
3、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人民币 135076.80元；
4、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的全
部诉讼费用；
5、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8.163056.91
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待开庭
审理

9
光大兴陇
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被告一：成都浦兴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二：烟台骏新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三：烟台新潮海兴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四：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投资本金 2.4
亿元，利息 1359780.82元；
2、 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违约金 456 万
元；
3、 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律师费 50 万
元；
4、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四对前述第 1
至第 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 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二所有的
坐落于烟台市高新区 A1 地块 【鲁
（2021）烟台市高不动产证明第 0000264
号】与 B1地块【鲁（2021）烟台市高不动
产证明第 0000257号】依法折价或以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前述 1至 3 项债务
诉讼所述范围内优先受偿；
6、 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三名下持
有的被告二 100%股权依法折价或以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前述 1至 3项债务
诉讼所述范围内优先受偿；
7、 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由
被告承担。

2021.8.1324641.98
兰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待开 庭
审理

10
上海青投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被告一：华西和骏耀城
置业（泸州）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交一公局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

保理合
同纠纷

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
1087万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期付款利息（暂计
136962元）；
3、判令被告二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被告三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的
回购款 1087万元，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暂计 136962元）；
5、 三被告中任何一方向原告履行部分
或全部付款义务的， 其他各方相应付
款义务予以免除；
6、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2021.8.5 1100.70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11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债
券交易
纠纷

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蓝光发
展 2020 年度第二期中票票据” 本金 1
亿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司向原告支付利息
522万元；
3、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暂计 287250.6元）；
4、 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

2021.8.1710550.73
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待开 庭
审理

12
上海青投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被告一：成都金堂蓝光
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四川上层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保理合
同纠纷

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
8505208.�27元;
2、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暂计 107165.62元）;
3、判令被告二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被告三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回
购款人民币 8505208.27元，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暂计 107165.62元）；
5、 三被告中任何一方向原告履行部分
或全部付款义务的， 其他各方相应付
款义务予以免除；
6、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2021.8.5 861.24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待开 庭
审理

13
浙江秦正
实业有限
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债
券交易
纠纷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19
蓝光 02的债券金额 4777300元；
2、 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
费 50000元；
3、请求裁决本案仲裁费，仲裁保全费用
由被申请人承担。

2021.8.11482.73 北京市
仲裁委

准备 提
交答 辩
状、指定
仲裁员

14
深圳联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福州蓝坤
置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福州蓝闽
置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三：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依法裁决《资产收益权转让协
议》于 2021年 5 月 26 日解除；《资产收
益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于 2021 年
5月 26日解除；
2、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
二向申请人支付回购价款， 暂计为
374020959.65元；
3、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
二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 暂计为
995508.69元；
4、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三对被申请
人一、被申请人二第 2、3、5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2021.8.1237501.65深圳国际
仲裁院

准备 提
交答 辩
状、指定
仲裁员

15
深圳联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武汉市新
宏森地产置业有限公
司
被申请人二：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三：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依法裁决《资产收益权转让协
议》于 2021年 5 月 27 日解除，《资产收
益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于 2021 年
5月 27日解除；
2、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
返还转让价款，暂计为 358990277.6元；
3、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
支付违约金，暂计 857715.67元；
4、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
三对被申请人一第 2、3、5 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2021.8.1335984.80深圳国际
仲裁院

准备 提
交答 辩
状、指定
仲裁员

16
深圳联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宁波杭州
湾新区新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三：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依法裁决《资产收益权转让协
议》于 2021年 5 月 26 日解除，《资产收
益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于 2021 年
5月 26日解除；
2、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
支付回购价款， 暂计为 362483087.44
元；
3、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
支付违约金，暂计为 1083316.55元；
4、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
三对被申请人一第 2、3、5 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2021.8.1336356.64深圳国际
仲裁院

准备 提
交答 辩
状、指定
仲裁员

17
深圳安创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常州灿琮
置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三：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依法裁决《资产收益权转让协
议》于 2021年 5 月 26 日解除，《资产收
益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于 2021 年
5月 26日解除；
2、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
返还转让价款，暂计为 83282222.35元；
3、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
支付违约金，暂计为 248770.27元；
4、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
三对被申请人一第 2、3、5 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2021.8.138353.10 深圳国际
仲裁院

准备 提
交答 辩
状、指定
仲裁员

18
蓝石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债
券交易
纠纷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蓝光发展
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本金 4300
万及利息。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纳金。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相关费用。

2021.8.204300
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待开 庭
审理

19
北京创元
汇资本管
理有限公
司

被申请人一： 苏州蓝
光投资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 四川蓝
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一回购申请人
（代表由申请人一发起设立的“创元汇
安泰 2号”私募基金）持有的常州坤钰
房地产有限公司 10.78%股权， 并向申
请人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公式支
付股权回购价款；
2、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
未按期支付股权回购价款的违约金；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二对上述被申请
人一向申请人支付股权回购价款、股
权回购价款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4、 请求裁决本案仲裁费用有被申请人
一、被申请人二共同承担。

2021.8.2
0

11231.9
1

北京市
仲裁委

准备提
交答辩
状 、 指
定仲裁
员

20
重庆中科
建设（集
团） 有限
公司

被告一： 重庆柏炜锦
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被告二： 重庆泓瑞柏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三：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判决解除《重庆蓝光鹭湖长岛项目
一期一标段（2# 地块） 总包工程合
同》。 2、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263177422.32元。
3、 判 决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利 息
3563043.23元。
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计
40万元。
5、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他损失及费
用，暂计 17060989.69元。
6、判决原告就承建重庆蓝光鹭湖长岛
项目一期一标段（2# 地快）工程已完
工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
7、判决被告二与被告一就原告以上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8、判决被告三在 164136374.64 元范围
内与被告一就原告以上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责任。
9、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
由被告承担。

2021.8.2
0

28420.1
5

重庆第五
中级人民
法院

待开庭
审理

总计： 263,173.35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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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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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签署的《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于 2021年 5月 15日到期。经双方协商，公司于 2021年 4月 8日与蓝
光集团续签《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 在该协议有效期内，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向公司及公司
下属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新增借款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借款利息不得超过公司同类型同期平均借
款利率成本；为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上限不超过 50 亿元，
公司每次按不高于单次担保金额 1.5%的费率向蓝光集团支付担保费。本协议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即 2021年 5月 20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12个月。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2日披露的 2021-035、036、042号临时公告及 2021 年 5 月 21 日披露的 2021-
059号临时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一）提供借款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 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

56,439.45万元。
2021年 7月，公司新增借款 0万元，归还借款 17,798万元。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蓝光集团及其

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 38,641.45万元。
（二）提供担保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 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27,815.31万元。
2021年 7月，新增担保 0万元，到期解除担保金额 0万元。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蓝光集团及其

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27,815.31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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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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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
西安品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品诺”）
西安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煜坤”）
新乡市唐普锦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唐普”）
南阳市垣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垣铠”）
2、担保金额：本次均为原存续担保增加增信措施，不涉及新增担保金额。
3、是否有反担保：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
担保标的

公司持
股比例
（包 括
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西安品诺

成都金堂
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
公司（简称

“金 堂 蓝
光”）

70,000 70,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金堂蓝光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
已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披 露
（ 详 见
2019-148 号 临
时公告）， 本次
为增加增信措
施，不增加担保
金额。

2 西安煜坤 金堂蓝光 20,000 20,000 96.04%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金堂蓝光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
已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 披 露
（ 详 见
2020-014 号 临
时公告）， 本次
为增加增信措
施，不增加担保
金额。

3
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
子公司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
有限公司

115,000 115,000 --

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作
为五矿信托 -
粤通 37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受托人】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
已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 披 露
（ 详 见
2020-118 号 临
时公告）， 本次
为增加增信措
施，不增加担保
金额。

4
新 乡 唐
普、 南阳
垣铠

南阳垣铠 38,600 38,600 100% 中建投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南阳垣铠提供在建
工程抵押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
已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 披 露
（ 详 见
2020-104 号 临
时公告）， 本次
为增加增信措
施，不增加担保
金额。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660 亿元，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1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70,000 96,000 2,774,000
2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435,000 0 3,435,000
3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295,000 0 295,000

合计 6,600,000 96,000 6,504,000
备注：实施过程中，公司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

订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收购、转让、增资等股权变动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
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公司为同一笔融资项下的多个融资主体（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 册
资本
（ 万
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包 括
直接及
间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

西安品诺
实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
沣西新城天雄西
路与新咸户路交
汇处蓝光雍锦湾
售楼部 2 层 201
室

董其武 9,777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
理；日用百货、五金电器、建
筑装饰材料（除木材）、工程
机械设备的销售； 房屋租
赁；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
装修工程的施工；房地产信
息咨询；水电安装及技术服
务。

100%
总 资 产 241388， 总 负 债
232639，净资产 8749；营业收
入 0，净利润 -696。

西安煜坤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西安市临潼区秦
汉大道南侧蓝光
长岛国际社区售
楼部 2楼 201室

董其武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
销售；市场营销策划；物业
管理。

96.04%
总 资 产 189250， 总 负 债
180566，净资产 8683；营业收
入 1，净利润 -1097。

新乡市唐
普锦鸿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原示范
区原武镇东街村
东 800 米 S311 北
侧

孟德龙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
理服务；房屋租赁；商业策
划管理；城市项目、城市基
础设施及相关配套项目建
设。

100%
总 资 产 146739， 总 负 债
146450，净资产 289；营业收入
0，净利润 -547。

南阳市垣
铠置业有
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宛
城区五里堡街道
办事处 506室

陶贵平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总资产 76972， 总负债 77108，
净资产 -136； 营业收入 0，净
利润 -136。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1年 7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138,059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期末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98.4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
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663,057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 269.88%。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466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1-0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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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5163（19蓝光 01） 债券代码：162505（19蓝光 07）
债券代码：155592（19蓝光 04） 债券代码：163275（20蓝光 02）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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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721,396,2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 .72%。 本次拟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蓝光集团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4,222,8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2%。

● 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
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若本次拍卖成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蓝光集团通知， 获悉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将于 2021 年 9 月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拍卖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涉及股份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拍卖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拍卖日期 拍卖人 拍卖平台 拍卖
申请人

拍卖
原因

蓝光投 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4,213,043 6.05% 3.43% 否
2021 年 9 月 1
日 14：00 时 至
2021 年 9 月 2
日 14：00时止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京东网司
法拍卖网
络平台

中航信托
股份有限
公司

股票质
押违约

蓝光投 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64,789,800 3.76% 2.13% 否
2021 年 9 月 9
日 10：00 时 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 10：00时止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院

京东网司
法拍卖网
络平台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股票质
押违约

蓝光投 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65,220,000 3.79% 2.15% 否
2021 年 9 月 15
日 14：00 时 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 14：00时止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淘宝网阿
里拍卖网
络平台

成都益航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债务违
约

二、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拟被拍卖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721,396,220 56.72% 234,222,843 13.61% 7.72%

上述拟被拍卖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 截止 2021年 8月 20日，蓝光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
冻结数量为 1,049,841,356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9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59%。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直接影响， 亦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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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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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
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2021年 8月 20日上午 10:30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人数为 3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人数为 3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
议事项的前提下，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逐项审议，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1、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的反映出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对该半年度
报告审核过程中，未发现参与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综上，同意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细请见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 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增加向关联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度

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000 万元； 增加接受关联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000万元； 增加向关联方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21年度租赁资产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000万元。本次调整合计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6,000万元，调整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为 181,750万元。

详细请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1-临 072《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公司代码：600509 公司简称：天富能源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富能源 600509 天富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志勇 姚玉桂

电话 0993-2902860 0993-2901128

办公地址 新疆石河子市北一东路 2号 新疆石河子市北一东路 2号

电子信箱 tfrd.600509@163.com tfrd.600509@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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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085,581,065.98 21,933,196,465.73 21,933,196,465.73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105,984,011.66 5,967,634,494.99 5,967,634,494.99 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052,302,533.22 2,356,958,354.40 2,285,004,725.87 2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8,768,352.10 14,325,388.74 13,511,152.79 86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3,820,530.27 -10,038,013.30 -10,595,406.32 1,13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7,153,929.47 603,098,342.72 662,054,056.73 -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0 0.22 0.22 增加 2.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5 0.0124 0.0117 87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5 0.0124 0.0117 871.77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9,0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26 336,879,787 0 冻结 15,920,000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63 122,351,233 0 无 0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 32,027,300 0 无 0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91 22,027,304 0 无 0

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 14,044,720 0 无 0
珠海回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声
1号私募基金 其他 0.78 8,957,600 0 无 0

八师石河子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7,893,888 0 无 0
深圳秋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信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63 7,256,988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9 6,823,4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9 6,823,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
确切知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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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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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新疆天富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天富 01 136271 2016 年 3 月 8
日

2021 年 3 月 8
日 0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9.32 69.8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9265 3.562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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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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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
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2021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30 分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
审议事项的前提下，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1、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细请见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增加向关联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度

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000 万元； 增加接受关联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000万元； 增加向关联方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21年度租赁资产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000万元。本次调整合计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6,000万元，调整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为 181,75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润生先生
回避了表决。

详细请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1-临 072《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以及独立董事对《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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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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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对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调整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

办法以政府定价、招标竞价及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
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润生先生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规定。

● 本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 1月 11日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
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在市场价格不发生较大变动以及公司关联交易业务范围不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下，2021年度公司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材料及商品不超过 15,700.00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
各种产品不超过 7,850.00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不超过 123,500.00 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
超过 28,100.00万元，日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及车辆金额不超过 600.0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先全
面了解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
所必需的，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公开招标及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
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其他规范的要求。我们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润生先生均回避表决。

2021年 1月 27日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市场价格不发生较大变动以及公司关联交易业务范围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下，2021年度公司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材料及商品不超过 15,700.00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各种产
品不超过 7,850.00万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不超过 123,500.00 万元，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超过
28,100.00万元，日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及车辆金额不超过 600.00万元。 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石河
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

2021年 8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增加向关联方新疆
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易通”）2021年度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000万元；增加接受关联方天富易通 2021 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000 万元；增加向关
联方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房产”）2021年度租赁资产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 1,000万元。 本次调整合计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6,000万元，调整后
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为 181,75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先全面了解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政府定价、招标竞价及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体现“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润生先生均回避表决。

（二）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增加向关联方天富易通 2021 年度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000万元；增加接受关联方天富易通 2021 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000 万元；增加向关
联方天富房产 2021年度租赁资产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000万元。本次调整合计增加公司 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6,000万元，调整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为 181,750万元。 调
整后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00.00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400.00
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3,000.00
石河子立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10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2,500.00
新疆天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小计 10,000.00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
和动力

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700.00
小计 5,7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1,50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石河子立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3,400.00
新疆天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900.00
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400.00
小计 9,85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10000.00
石河子立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5200.00
新疆天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小计 28,10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20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5,000.00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800.00
新疆天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500.00
小计 126,500.00

关联租赁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
小计 1,600.00

合计 181,750.00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披露的 2021-临 005《关于预计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次调整向关联人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公司为本地区唯一的电、热产品及主要的天然气产品供应商，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及其所属关

联企业亦购买本公司电、热、天然气产品，构成关联交易。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天富易通通过搭建物流
信息服务平台，不断扩大吸收、管理社会从事煤炭运输的车队，同时带动汽车后市场服务，天然气为运
输车辆的主要燃料，随着运输能力逐步增强，需增加向关联人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额度。

2、本次调整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天富易通搭建有完善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有较强的运输资源整合能力，对

各类煤矿均有长期、稳定的合作经验，具有较强的保供能力。 天富易通中标公司 2021年度煤炭运输项
目，在目前煤炭市场供应及运输能力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公司加大储煤力度，进一步保障公司的生产
经营，需增加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额度。

3、本次调整向关联人租赁资产的关联交易
公司及其子公司长期向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天富房产租赁房屋资产， 用于满足公

司及子公司集中办公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降低综合运营成本，提高办公效率，提升公司整体形象，现因
生产经营需要，需增加向关联人租赁资产的关联交易额度。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明确了关联交易价格，有关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定价原则为：以政府定价、招标竞价及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的合理预计，满足了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有利于公

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法均以政府定价、招标竞价及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体现公平交

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附件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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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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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洋创新”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南驰昊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驰昊”）自 2021年 5月 14日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
币 14,187,692.05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收款日期 补助依据

1 智洋创新 软件退税 524,340.20 2021/6/28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1]
100号

2 智洋创新 软件退税 817,738.77 2021/6/29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1]
100号

3 智洋创新 软件退税 782,597.54 2021/8/1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1]
100号

4 智洋创新 贷款贴息 36,000.00 2021/6/3 关于指导中小微企业做好贷款贴息
申报工作的通知

5 智洋创新 借力市外平台引
才补助 408,600.00 2021/6/23

关于公布 2020年淄博市借力市外平
台资源引才财政补助名单的通知淄
科字〔2020〕64号

6 智洋创新
2020 年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和工程
实验室奖励资金

500,000.00 2021/7/7
关于加快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淄政办发〔2020〕11号

7 智洋创新
2021 年省级金融
创新发展引导资
金

453,000.00 2021/8/13
关于印发 2021 年山东省金融创新发
展引导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鲁财金
〔2021〕11号

8 智洋创新 企业研发费用补
助 150,000.00 2021/8/19 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山东省企业研

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9 智洋创新 企业上市挂牌融
资奖励 10,000,000.00 2021/8/20

关于印发《淄博市促进金融业集聚发
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淄金监
发〔2021〕26号

10 济南驰昊 软件退税 80,759.25 2021/6/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

11 济南驰昊 软件退税 41,136.79 2021/7/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

12 济南驰昊 软件退税 215,519.50 2021/8/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

13 济南驰昊 企业研发费用补
助 89,000.00 2021/5/28 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山东省企业研

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14 济南驰昊 企业研发费用补
助 89,000.00 2021/5/28 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山东省企业研

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合计 ——— ——— 14,187,692.05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