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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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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于 2021年 8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300381 证券简称：溢多利 公告编号：2021-083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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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溢多利 股票代码 3003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德荣 朱善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
一路 8号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
一路 8号

电话 0756-8676888-8828 0756-8676888-8829

电子信箱 vtrbio@vtrbio.com vtrbio@vtrbio.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71,145,680.75 917,554,527.33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441,377.69 69,512,111.84 -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4,198,469.66 50,865,689.57 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858,939.19 121,786,868.91 -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33 0.1565 -2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31 0.1521 -19.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2.76% -0.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596,421,263.20 4,672,225,564.65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04,834,878.65 2,978,092,925.07 0.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6,3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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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市金大地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0.97% 151,767,378 10,152,284 质押 40,300,00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2.99% 14,667,000 0
刘喜荣 境内自然人 2.28% 11,177,100 0
深圳菁英时代
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菁
英时代久盈 1
号基金

其他 2.27% 11,120,510 0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2.06% 10,075,145 0 冻结 10,075,145
李军民 境内自然人 1.94% 9,525,033 0 质押 4,050,000
邓波卿 境内自然人 1.61% 7,897,500 7,897,500
陈少武 境内自然人 1.53% 7,503,500 0
李洪兵 境内自然人 1.35% 6,596,800 0 质押 3,2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交银施罗
德瑞思三年封
闭运作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5,918,1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少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美的兄弟；李洪兵与李军民为夫妻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
债券 溢利转债 123018 2018 年 12 月 20

日
2024 年 12 月 20
日 5,429.62

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9.00% 30.1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3 8.03

三、重要事项
1、发行可转债事项
2021年 1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2021年 6月 3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修订说明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股权激励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2月 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2021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80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 720 万股，预留授予 80 万股，授予价格
为 5.06元/股。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93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子公司，下
同）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与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
员工，不含溢多利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

2021年 3月 16日，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21年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鉴于有 7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共涉及公司拟向其授予的 28 万股限制性股票，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人数由 93名调整为 86名，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800 万股调整为 772 万股，其中
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720万股调整为 692 万股，预留授予数量 80 万股不做调整。 除
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
计划一致。

3、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事项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世唯科

技少数股权的议案》，同意收购曾建国、曾建忠、曾建湘、曾建明等 4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世唯科技 29%
股权。 2021年 6月 11日， 世唯科技完成股权变更登记， 公司持有世唯科技的股权比例由 51%变为
80%。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推进公司战略布局，加快全资子公司科益新投资建设进度，公司拟与湖南醇健
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醇健”）共同对科益新进行增资，其中由湖南醇健增资 1,854.6 万
元，公司增资 563.8万元。 交易双方于 2021年 4月 27日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
有科益新的股权比例为 75%， 湖南醇健持有科益新的股权比例为 25%。 目前相关变更手续正在办理
中。

证券代码：300741 证券简称：华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8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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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宝股份 股票代码 3007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晓勤 黄星星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99号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99号

电话 021-67083333 021-67083333

电子信箱 ir@hbflavor.com ir@hbflavor.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2020年 11月，公司收购深圳市东江创展商贸有限公司、深圳立场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属于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16,678,395 935,648,932 935,648,932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9,772,568 546,087,738 545,168,277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24,647,419 470,488,380 469,568,920 -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0,102,908 507,386,085 507,717,202 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6 0.89 0.89 -3.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6 0.89 0.89 -3.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7.54% 7.52%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807,710,958 8,349,999,362 8,349,999,362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59,312,713 7,722,651,979 7,722,651,979 -6.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8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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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烽国际投资
控股（中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81.10% 499,500,000 499,500,000

上海东方证券
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共青城
东证田鑫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87% 23,820,000 0

共青城南土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24% 13,780,000 0

梁觉森 境内自然人 1.24% 7,615,700 0

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 有 限 公
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0.85% 5,26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红启元
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8% 2,964,512 0

傅丽娜 境内自然人 0.40% 2,450,300 0

蒋凤银 境内自然人 0.39% 2,414,437 0

于俊峰 境内自然人 0.28% 1,700,02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6% 1,577,5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蒋凤银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14,43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合计持有 2,414,437 股；于俊峰通
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00,027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股，合计持有 1,700,027 股；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顺荣成长基金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126,297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22,900 股， 合计持有 1,549,197
股。

*注：前 10名股东中，“共青城东证田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工商已更名为“共青城田
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面对疫情反复、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困难，迎难而上，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把握行业消费升级趋势，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持续推出更受客户和终端消费者欢迎的产品，推进
业务转型，同时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推进信息化建设，实施精细管理，提升管理效率，降低外部不利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667.8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3%。其中，由于整体下游市场需
求变化以及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食用香精业务本期销售收入下降 4.83%，食品配料业务本期销售收入
增长 28.53%，日用香精业务本期销售收入增长 11.56%。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977.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82%；基本每股收益为 0.8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37%；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较上年同期下降 0.6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食用香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新的 SKU（Stock Keeping Unit 即库存量单位）清单，销售、市场、运营系统配

合精简产品，进一步增加主推荐产品；通过对研发、销售两端进行产品控制，针对客户主动推广优秀产
品，提高运营效率。 同时逐步增加江西孔雀的生产资质，改进生产工艺，持续提升其运营服务综合能
力。

公司整合甜味香精和咸味香精的技术和客户资源，开发黑蒜、藤椒、乳化五香等香精，拓宽了香精
的应用领域，增加了消费者新的风味体验。 在珠形胶囊中引入益生菌、叶黄素酯等功能性成分，增加珠
形胶囊卖点，继续推进珠形胶囊食品的发展。

公司持续关注新型烟草的发展态势及业务机会，积极开展用于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香精研究，
包括关键成份的分离纯化、香精的安全性研究、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感官评价方法等，针对性选择、精
制、开发了适用的香精产品，持续丰富相关样品库和数据库。

（2）食品配料业务
报告期内，原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面对压力，公司加大对重点客户的产品配套，加强符合客户需

求的调味粉、调味料、酱包等产品研发，以期提高食品配料业务收入，增厚公司利润。
（3）日用香精业务
报告期内，日用香精业务重点关注个人洗护、织物洗涤、家居清洁、空间香氛等领域，进一步丰富

产品，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收入保持增长。 通过积极举办地区周年庆会销活动，推出超级柠檬、
爆香薰衣草、爆品红石榴等新产品，并针对消费者对于环境空间感观的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开发了
多款空间香氛新产品，有效推进与国内外知名星级酒店的香氛合作。 同时，与外资香精公司展开积极
合作，联合开发了 130余款新品香精。

（4）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雾化电子烟核心技术研发，包括雾化电子烟专用香精、电子烟油、电子烟

用雾化芯、烟具结构与烟油匹配技术等，开发出多系列烟油样品，电子烟油产品初步实现销售；植物提
取物方面，公司积极开拓天然植物提取物制剂和应用开发业务，研发了 β 胡萝卜素、高生物利用率姜
黄、接骨木莓、耐热藻蓝、耐热甜菜红等一系列产品，以及功能性珠形胶囊和微丸等新型食品制剂，并
转化为销售收入。

（5）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项目，优化组织架构，引进科研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宝孔雀食品用香精及食品技术研发项目”为“华宝股

份科技创新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打造以科技创新中心为主体的现代化科研创新园区，项目研究内
容从食品用香精和食品技术研发，调整为食品用香精、烟用香精、新型烟草材料等研究。

除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在组织架构方面，公司结合自身战略规划，将原有技术中心变更
为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研发软实力、推进公司转型升级发展、增强公
司国际化竞争力。 同时，公司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研究机构及高校的创新研发及应用研究合作，加强
高端科研人才的引进、培育、储备，加大人才布局力度，吸纳更多优秀技术人才，不断赋能公司科技创
新、技术研发升级软实力，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在国内香精领域的领先地位。

今年，公司再次位列“中国香精行业十强企业”之首（“中国香精行业十强企业”由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与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共同评选）， 并荣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
业”。

（6）推进信息化项目建设，构建一体化数字服务平台
公司启动信息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宝股份数字化转型项目”，通过数字化改造构建一体化数

字服务平台，内容包括应用前台、能力中台、基础后台三个部分，以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提升运营
效率。 其中，应用前台通过业务协作、数据共享机制促进协同能力提升，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降低产
业链成本；能力中台，建设具备复用能力的通用引擎，包括业务能力中台、数据能力中台、技术能力中
台；基础服务后台，建设香精企业智能制造系统，以及形成一体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升公司产业
服务效率。

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把握消费升级机遇，持续拓展新产品、新业务市场，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
求。 同时，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抓好基础管理工作，深入开展精益化生产、公司数字化转型工作，推动公
司科研能力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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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建设年产 1000 万 KM 超精细

金刚线改扩建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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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线主要应用于太阳能硅片、 蓝宝石等新型材料的切割， 金刚线的应用市场与光伏行业的发

展、蓝宝石的应用、新型材料加工等密切相关。 根据中国光伏业协会预计，“十四五”期间全球每年新增
光伏装机约 210-260GW， 我国光伏年均新增装机或将在 70-90GW 之间。 随着光伏装机量的快速增
长，金刚线市场需求广阔。在此背景下,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星科技”）拟
在原年产 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项目基础上新增建设“年产 10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改扩建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年产 10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改扩建项目
项目投资：预计总投资 22,330.00万元，项目建设周期 12个月。 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

入 38,938.05万元，年创利税 17,634.16万元。
建设规模: 公司拟在现有年产 6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项目的基础上,通过新购置部分设备及对

现有设备技术改造升级，达到新增年 1,000万 KM的生产能力，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累计可实现年
1,600万 KM的金刚线生产能力。

项目审批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建设年产 10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改扩建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由恒星科技建设该项目。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
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项目建设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投资主体及情况介绍
1、投资主体情况介绍
名称：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法定代表人：谢晓博
注册资本：125,649.8403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钢帘线、胶管钢丝、镀锌钢丝、镀锌钢绞线、金刚线及其他金属制品；从事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前，
不得经营）。

2、本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在全球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大背景下，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

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全球各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可再生能
源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到 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
将达到 95%，光伏、风电在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的占比将分别达到 60%和 30%。 各种可再生能
源中，太阳能具有“清洁无污染、转换效率高、应用场景广”诸多优点，使之成为替代煤、电传统能源的
最佳选项。 开发利用太阳能对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
要意义。 根据“2060碳中和”远景目标，光伏新能源行业即将迎来四十年的黄金发展期。 金刚线对于太
阳能行业而言，是革命性的进步，具有“高速切割、环保生产，成本低廉”诸多优点，有力推动光伏产品
的规模化应用，让光伏新能源走进千家万户。 因此，本项目研发符合国家产业规划和企业自身发展需
要，有利于增强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竞争力，推动行业持续降本增效，实现全社会的绿色低碳
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目前国内金刚线主要用于光伏行业的晶硅切片，随着光伏发电成本优势的快速提升，光伏发电对
传统能源发电方式的替代效应将逐步显现，将为光伏行业发展打开全新市场空间，亦将为金刚线带来
巨大的需求空间。 因此,公司“年产 10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改扩建项目”的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同时，公司拥有专业的金刚线产品研发团队，长期专注于金刚线的研发与销售，拥有从盘条到金
刚线成品的全生产链核心工艺技术，可以全方位保证产品质量，更具备成本控制优势。 公司新增建设

“年产 10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改扩建项目”， 可对现有年产 6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项目生产装备
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加快新产品、新技术及新工艺的研发，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提升市场占
有率，为公司带来更好的效益，以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

三、投资本项目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投资建设“年产 10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改扩建项目”将更好的拓展市场空间，对提升公司的行

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2、资金来源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全部由公司自筹解决。
3、存在风险
受国家政策、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该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进度等预测存在

不能按期推进和实现的风险。
该项目中涉及的相关投资数据仅是公司在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预估， 并不代表公司

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4、对外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12个月， 该项目的实施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产生较

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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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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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莉婷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
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
后,王莉婷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目前,王莉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
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辞去上述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王莉婷女士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能生效。 在此之前王莉
婷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关
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王莉婷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正独立，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保护广大股东利益发挥了
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王莉婷女士在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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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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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当面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 9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等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通讯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张建胜先生、杨晓勇先生、王莉婷女士通过通讯方

式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关于新增建设年产 1000万 KM项目超精细金刚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建设年产 1000 万 KM 项目
超精细金刚线项目的公告》。

（二）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因公司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因个人原因辞职， 致使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未达到董事会总人数的三

分之一。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任职资格审
查，提名郭志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郭志宏先生曾任公司第四届及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职期间
勤勉尽责，公正独立，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保护广大股东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郭志宏先生自离任至
今，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本议案方可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郭志宏简历：
郭志宏先生，1968 年生，中国国籍，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河南省法学会会员，河南省法学会诉讼法

学分会会员，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现任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志宏
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同时经查询，截至 2021
年 8月 20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98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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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丰控股 股票代码 0023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甘玲 曾静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
控创智天地大厦 B座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
创智天地大厦 B座

电话 0755-36395338 0755-36395338
电子信箱 sfir@sf-express.com sfir@sf-expres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8,343,929,823.78 71,129,007,738.21 2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9,921,074.24 3,761,593,296.43 -7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7,088,774.82 3,444,761,400.75 -11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31,632,843.16 6,931,712,320.10 -3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8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85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8.51% -7.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3,393,058,169.57 111,160,042,260.97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681,222,769.04 56,443,050,238.39 0.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6,0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态 数量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30% 2,701,927,13

9 - - 2,701,927,13
9 质押 919,000,000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9% 218,304,300 -48,333,246 - 218,304,300 质押 68,478,3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17% 189,975,416 47,839,397 - 189,975,416 - -

宁波顺达丰润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5% 111,590,807 -26,637,697 - - 质押 19,648,802

刘冀鲁 境内自然
人 1.53% 69,883,780 - 52,412,835 17,470,945 质押 3,300,000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
顺风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1% 50,727,645 -15,049,350 - 50,727,645 - -

挪威中央银行－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0.62% 28,060,869 6,604,721 - 28,060,869 - -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
团 其他 0.47% 21,433,047 8,686,870 - 21,433,047 -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
新生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2% 14,602,198 -2,875,261 - 14,602,198 -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华润 信
托·淡水泉平衡 5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30% 13,777,262 10,792,745 - 13,777,262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事项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于 2021年 2月 8日、2021年 3月 2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相关议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人民币 220亿元用于速运设备自动化升
级项目、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转运中心工程项目、数智化供应链系统解决方案建设项目、陆路运力
提升项目、航材购置维修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调整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人民币 220亿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亿元。

2021年 5月 31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1-013、2021-014、2021-025、2021-061、2021-
062、2021-063、2021-064、2021-076）。

2、部分要约收购嘉里物流 51.8%股权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一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能力，完善货运代理及国际业务的战略布局，公司
于 2021 年 2 月 8 日、2021 年 5 月 28 日、2021 年 6 月 15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部分要约收购嘉里物流 51.8%股
权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Flourish Harmony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在前置先决条件获
得满足或豁免的情况下，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嘉里物
流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里物流”）合资格股东及购股权持有人发出部分要约和购股权要约，以
现金方式收购嘉里物流 931,209,117股股份（约占其已发行股本的 51.8%或全面摊薄股本的 51.5%）及
注销嘉里物流购股权持有人持有的代表嘉里物流于最终截止日未行使购股权数量的 51.8%的购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若成功完成本次交易，嘉里物流仍将保持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地位。 本次交
易为跨境要约收购，于 2021 年 8 月 9 日，本次交易前置先决条件已全部达成或被豁免，于 2021 年 8
月 12日，要约人和标的公司联合寄发要约综合文件。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尚未完成交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1-013、2021-015、2021-070、2021-073、2021-
080、2021-090、2021-093、2021-094）。

3、设立房托基金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为支持公司物流产业园可持续健康发展， 开拓创新性融资渠道， 构建产业园轻资产资本运作平

台，公司通过境外控股子公司间接持有的分别位于中国佛山、中国芜湖、中国香港的三项物业作为底
层资产，在香港设立顺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顺丰房托基金”），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设立顺丰房托基金并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议案。 顺丰房托基金之设立认可申请及上市申请分別于 2021 年 5 月 3 日及
2021年 5月 14日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交所的批准。顺丰房托基金自 2021年
5月 17日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证券代码为“2191.HK”，证券简称为“顺丰房托”。 顺丰房托基金
上市后，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其 35%份额。 公司将三项物业资产的权益转让至顺丰房托基金为公
司带来的投资收益约为 10.83亿港元（等额约 8.96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1-023、2021-057、2021-058、2021-066）。
4、分拆子公司同城实业赴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为了拓展公司多元化融资渠道，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8日、2021年 6月 15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分拆子公司杭
州顺丰同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城实业”）赴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发行 H 股事
项”）。

本次分拆上市将搭建同城实业国际资本运作平台，提升同城实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持
续巩固和强化同城实业核心资源，助推同城实业业务高速发展。 同时，本次分拆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
公司多元化融资渠道，将成为公司多元化布局战略的重要里程碑。 同城实业本次分拆上市后，仍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构成任何实质性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上
市地位，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截至目前，同城实业本次发行 H股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同城实业也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
行 H股事项的申请材料，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香港联交所等核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1-070、2021-071、2021-072、2021-080、2021-
084、2021-085）。

5、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境内外发行债务融资产品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满足公司境内外业务发展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公司分别于

2021年 2月 8日、2021年 3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境内外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
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森控股”）及 SF Holding Investment 2021 Limited 在境内
外发行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债务融资产品，其中境外发行规模预计为等值人
民币 180亿元（含 180亿元）。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SCP71 号），泰森控股
分别于 2021年 3月 18日、2021年 3月 19日，完成共计 2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每次发行额度均为
人民币 5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88 号），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泰森控股完
成 2021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专项用于碳中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短期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964 号），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
泰森控股完成 2021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2021 年 6
月 3日至 2021年 6月 4日，泰森控股完成 2021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发行，发行规模
为人民币 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1-013、2021-017、2021-025、2021-042、2021-
043、2021-056、2021-068、2021-078）。

6、子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及进展情况
为了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实现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2020年 9月 22日，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投资”）签署了《金丰博润（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该基金主要投资于供应链、物流、消费升级产业，顺丰投资拟以人民币 5 亿
元认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份额。2021年 3月 25日，公司接到基金管理人发来的通知，投资基金已完
成新一轮募集。 本次募集完毕后， 投资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15 亿元， 顺丰投资认缴出资额占比为
33.33%。

为了促进公司物流产业园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支持物流主业发展对场地资源的需求，促进公
司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子公司 ShunJie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顺捷投资”）与 Hammer Capital Real Estate Limited（以下简称“HCRE”）
等签署合作协议，公司子公司拟与 HCRE共同设立物流开发基金，投资中国一线和其他中心城市的物
流物业或持有物流物业的项目公司。基金首次交割认缴出资目标预计为 3亿美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由顺捷投资与 HCRE合作投资，双方各占 GP 公司 50%股份。 同时，公司的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及
绩效收益合伙人将对基金认缴出资，合计拟投资总额为基金规模的 25%，HCRE 的关联企业或关联人
士作为有限合伙人及/或绩效收益合伙人、特殊有限合伙人将对基金认缴出资，合计拟投资总额不低于
基金规模的 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1-044、202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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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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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德控股”）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 注明
限 售 类
型）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明 德
控股 是 97,700,0

00 3.62% 2.14% 否 否 2021 年 8
月 19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博时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偿还债务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
份限 售数
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 股
份限 售数
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明 德
控股

2,701,92
7,139 59.30% 919,000,000 1,016,70

0,000 37.63% 22.31% 0 0.00% 0 0.00%

明德控股所持公司已质押股份及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被冻结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

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明德控股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2、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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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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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现代投资 股票代码 0009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成芳 罗荣玥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128号现代
广场写字楼 8楼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128 号现代
广场写字楼 8楼

电话 0731-88749889 0731-88749889
电子信箱 dongban@xdtz.net dongban@xdtz.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555,641,705.94 5,652,316,832.61 5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5,779,263.70 150,012,916.67 2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55,973,778.06 110,150,872.50 31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4,972,632.99 696,412,402.96 2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69 0.0988 21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69 0.0988 21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1.48% 2.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5,787,337,277.49 45,556,424,753.62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68,915,293.95 10,866,993,937.04 1.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20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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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19% 412,666,971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17% 123,932,192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4% 122,050,565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4% 53,76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7% 48,180,15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4,300,69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3,466,03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3,446,75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7% 13,206,9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7% 13,157,4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53,76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2021年 01月 19日 公告编号：2021-001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2021年 02月 02日 公告编号：2021-00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1年 02月 23日 公告编号：2021-006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1年 02月 23日 公告编号：2021-007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2021年 4月 10日 公告编号：2021-023

关于移交潭耒高速公路潭衡段的公告 2021年 05月 18日 公告编号：2021-035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2021年 05月 26日 公告编号：2021-037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2021年 05月 29日 公告编号：2021-040

关于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2021年 06月 05日 公告编号：2021-041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1年 06月 19日 公告编号：2021-042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000900 公告编号：2021-044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9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
出席会议董事 9名，其中董事孟杰先生、独立董事许青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马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

告编号：2021-045）、《2021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46）。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二）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 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四）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五） 关于制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