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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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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728号海神诺富特大酒店，麦哲伦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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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8,32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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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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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林景臻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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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人，出席 1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翟增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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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273,069 99.9968 47,700 0.003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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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祖宏昊 1,487,906,072 99.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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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行证券公
司短期融资券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9,919,383 99.5214 47,700 0.4786 0 0

2.01 祖宏昊 9,552,386 95.839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公司 2021 年上半年风险指标符合监管要求的报

告》。
董事祖宏昊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履职。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晓明 欧洁柔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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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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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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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人和被担保人：
担保人为上海悦达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达智行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

权。
被担保人为悦达智行公司下属 24家全资及 1家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悦达智行公司为其下属 24 家全资及 1 家控股子公司共计 30,500 万元三方融资授信提供担

保，期限一年。 截至目前，加上本次担保，悦达智行公司累计为上述 24 家全资及 1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 30,500万元。

●本次反担保措施
本次悦达智行公司为枣庄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悦达智行公司”）提供

1,500万元融资授信担保，悦达智行公司持有枣庄悦达智行公司 60%股份，张楠持有 40%股份，张楠为
其中 600万元融资授信担保提供不可撤销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188,465.3 万元（含本次），其中为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 100,433 万元，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为 53,032.3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8.19%、20.35%、10.75%。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悦达智行公司下属 24家全资及 1 家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申请共

计 30,500万元三方融资授信，由悦达智行公司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本次担保明细：

被担保对象 悦达智行公司
持有股份 反担保 贷款银行 金额

（万元） 期限

江苏悦达骏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000 1年
烟台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700 1年
枣庄悦达智行公司 60% 有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500 1年
成都悦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500 1年
长沙悦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300 1年
东阳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800 1年
衢州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青岛悦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石家庄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沈阳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800 1年
大连悦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800 1年
昆明悦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500 1年
柳州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800 1年
永州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000 1年
太原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呼和浩特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000 1年
盐城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2,000 1年
苏州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贵阳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佛山悦起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无锡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芜湖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000 1年
开封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扬州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800 1年
安阳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无 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1,200 1年
合计 30,500

本次担保已经悦达智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悦达智行公司为单一股东设立，不设股东会。
二、担保方情况
悦达智行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怀友；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住所地：上海市静安

区江场路 1228弄 20号 1802室；经营范围：汽车及配件、饰品、装饰材料、电子产品、润滑油、日用品的
销售，汽车租赁，展览展示服务，二手车服务。 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73,65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5,545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929万元。

三、被担保方情况（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江苏悦达骏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1000 万元；成立时间：2010 年 7 月 13 日；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浦

珠北路 133号；经营范围：保险代理业务，二类汽车维修,汽车及配件、汽车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二手
车经纪服务。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4241.89 万元,所有者权益 284.46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86.13万元。

2、烟台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24 日；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

罘区机场路 160 号一层；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拖
车、救援、清障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二手车经营。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796.99 万元,所有者权益 558.35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65万元。

3、枣庄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700 万元；成立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市

中区西昌路中段；经营范围：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旧机动车销售，汽车租赁，承办汽车展览展示活
动，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按揭贷款咨询服务，机动车辆保险代理服务，汽车维修。 悦达智行公司持
有其 60%股权，张楠持有其 4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3202.30 万元,所有者权益 601.68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3.65万元。

4、成都悦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华；注册资本：1000 万元；成立时间：2019 年 2 月 26 日；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

蜀西路 83号；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及租赁，展览服务，汽车配件销售，二手车经销，商务信息咨询，汽车
维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5943.59 万元,所有者权益 300.72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27.04万元。

5、长沙悦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华；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3 日；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

天心区雀园路东风悦达起亚 4S店；经营范围：品牌汽车、饰品、汽车用品、润滑油、日用品的销售，汽车
租赁，机动车维修、二手车经营、机动车辆保险兼业代理、汽车相关咨询服务。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4553.38 万元,所有者权益 465.08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3.24万元。

6、东阳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华；注册资本：7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04 月 20 日；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

东阳市白云街道西城工业区佳轮路 1号 B幢；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租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044.7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17.78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48.99万元。

7、衢州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卞成楼；注册资本：500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三

衢路 523号；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
经销，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402.74 万元,所有者权益 556.44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1万元。

8、青岛悦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曙东；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27 日；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

城阳区夏庄街道黑龙江中路 10 号；经营范围：品牌汽车、汽车用品、润滑油、汽车内饰用品、电子产品
销售，汽车租赁，机动车维修，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服务，汽车零配件销售，二手车经销。 悦达智行公司持
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998.94 万元,所有者权益 384.17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35.25万元。

9、石家庄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华；注册资本：800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26 日；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新华区北二环西路 286号南侧第一间；经营范围：汽车、汽车装具、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的销售，二
手车销售、评估，汽车租赁，汽车维修，汽车保养服务。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636.40 万元,所有者权益 425.74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5.95万元。

10、沈阳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曙东；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06 月 15 日；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

沈河区东陵路 36 号；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机动车维修和维护，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悦达智行公
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050.9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54.18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7.67万元。

11、大连悦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29 日；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

子区友谊街 182-2号-1；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悦达
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719.98 万元,所有者权益 634.93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8.11万元。

12、昆明悦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华；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06 月 22 日；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人民西路 681 号；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配件、汽车用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的销
售，汽车租赁，汽车维修与维护，汽车室内装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337.06 万元,所有者权益 509.56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15.52万元。

13、柳州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曙东；注册资本：5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06 月 28 日；住所地：柳州市汇轮路

1-1号；经营范围：汽车、二手汽车、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维修服务。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577.16 万元,所有者权益 172.23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95.30万元。

14、永州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曙东；注册资本：500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住所地：湖南省永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长丰大道南侧（莱茵河畔）1栋 128；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零配件的零售，二手车经营，汽车
维修，汽车用品、汽车内饰用品的销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控股。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899.12万元,所有者权益 420.65万元，2021年 1-6月份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6.85万元。

15、太原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24 日；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

区汾东北路 189号 1层；经营范围：汽车及配件、工艺品、装饰材料、电子产品、桶装润滑油、日用品、二
手车的销售，展览展示服务，机动车维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021.3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64.89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4.39万元。

16、呼和浩特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06 月 24 日；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利丰汽车技术服务园 202.203 号；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配件、汽
车零配件的销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003.12 万元,所有者权益 585.75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17.69万元。

17、盐城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800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住所地：盐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希望大道南路 29号后勤服务楼 328室；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汽车租赁，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070.5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070.10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68.98万元。

18、苏州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木

渎镇中山东路 111 号南栋一楼及二楼；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
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租赁。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99.70万元,所有者权益 90.76万元，2021年 1-6月份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24万元。

19、贵阳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

溪区孟关乡国际汽贸城大华路；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
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租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264.58 万元,所有者权益 462.50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2.50万元。

20、佛山悦起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29 日；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街道叠滘四路 3 号之一；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
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租赁，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二
手车经销。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44.75 万元,所有者权益 367.46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31万元。

21、无锡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华；注册资本：8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住所地：无锡市惠山区

钱桥江海西路 109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
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租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二手车经
销。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386.18 万元,所有者权益 533.74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0.77万元。

22、芜湖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燕；注册资本：5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

江区鸠江经济开发区东四大道北侧 4# 厂房；经营范围：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维修
经营，机动车保养服务，汽车拖车、救援、清障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租赁。 悦达
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373.69万元,所有者权益 170.25万元，2021年 1-6月份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25万元。

23、开封悦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曙东；注册资本：5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住所地：开封市金明大

道与魏都路交叉口向西 200米路北；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
护，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租赁。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214.20 万元,所有者权益 378.05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05万元。

24、扬州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5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07 日；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荷

叶东路 160号 2；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租赁。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123.40 万元,所有者权益 480.49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9.51万元。

25、安阳悦达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曙东；注册资本：500 万元；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27 日；住所地：河南省安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庄镇光明路南段路西豫北汽车市场院内 25 号；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及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悦达智行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389.23 万元,所有者权益 469.68 万元，2021 年 1-6 月份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0.32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额度：30,500万元
3、担保期限：一年
五、悦达智行公司董事会意见
因经营需要，悦达智行公司下属 24家全资及 1 家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盐城开发区支行申请三

方融资授信，悦达智行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下属 24家全资及 1家控股子公司共计 30,500 万元三方融
资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188,465.3 万元（含本次），其中为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 100,433 万元，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为 53,032.3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8.19%、20.35%、10.75%。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七、备查文件
悦达智行公司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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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权益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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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主体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靖安洪大”或“信

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并非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明阳智慧能源
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

●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1）靖安洪大实施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2）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在 2020年 11月 19日（前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可转债赎回摘
牌日）期间转股导致靖安洪大持股比被动稀释；（3）因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被激励对
象已离职，公司于 2021年 8月 10日完成对前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靖安洪大持有公司 113,928,430 股，持股比例将从 10.84%（以公司当时总股
本,即 1,874,669,336股计算）下降为 5.84%（以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1,950,828,712 股计算），主动减持及
被动稀释合计减少 5%。 本次权益变动后，靖安洪大仍为公司 5%以上股东。 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一致行动人。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明
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实施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及
公司可转债转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减少 5%。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双溪镇大桥村泥涡组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招商洪大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王一岗）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5MA35QWUR8Q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系项目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2日
2、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3,221,55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即 1,874,669,336股）的 10.84%。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 11月 19日至 2021年 9月 13日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89,293,12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1,950,828,712股）的 4.58%。其中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19,683,12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69,610,000股。

在上述权益变动期间内，（1）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转股 76,259,376股；（2）因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被激励对象已离职，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完成对前述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 1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上述情况导致本公司总股本从 1,874,669,336 股增加
至 1,950,828,71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后，靖安洪大持有公司 113,928,43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1,950,828,712 股）的
5.84%，仍为公司 5%以上股东。 靖安洪大并非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6 日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明阳智能
股票代码：601615
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双溪镇大桥村泥涡组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降低
签署日期：2021年 9月 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和《15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明
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简式权益报告书 指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明阳智能、上市公司 指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 指 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双溪镇大桥村泥涡组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招商洪大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委派代表：王一岗）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25MA35QWUR8Q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系项目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7年 3月 2日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
1、江西洪大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50.94%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2、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8.95%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3、深圳昆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0.10%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4、深圳市招商洪大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0.01%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王一岗 男 委派代表 中国 广东深圳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除直接持有明阳智能 113,928,430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1,950,828,712 股）的 5.84%外，没有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市公司 5%以上的
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比例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为靖安洪大实施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
二、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3 日、2021 年 3 月 26 日及 2021 年 8 月 16 日向明阳智能出

具《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以下分别简称为“第一次减持计划”、“第二次减持计划”和“第三次减持计
划”），拟减持明阳智能股份。 明阳智能已进行公告（详见明阳智能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7 日、2021 年 3
月 30日、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8月 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8）。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第一次减持计划和第二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第三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拟继续执行上述减持计划且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
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
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3,221,55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即 1,874,669,336股）的 10.84%。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 11月 19日（前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
务人靖安洪大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89,293,120 股， 占明阳智能当前总股
本（即 1,950,828,712股）的 4.58%。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19,683,12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 69,610,000股。

在上述权益变动期间内，（1）明阳智能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转股 76,259,376 股；（2）因明阳
智能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被激励对象已离职，明阳智能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完成对前述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上述情况导致明阳智能总股本从
1,874,669,336股增加至 1,950,828,71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明阳智能总股本 1,950,828,712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明阳智能

113,928,430股股份，占其当前总股本（即 1,950,828,712股）的 5.84%。 该部分股份不存在受限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明阳智能股份的情况如下：

时间 股份类型 交易方式 卖出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2021年 4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集中竞价 266,900 17.70-17.76
2021年 9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大宗交易 39,015,000 20.11-21.10
2021年 9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集中竞价 4,892,361 22.40-23.73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日期：2021年 9月 15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
炬路 22号

股票简称 明阳智能 股票代码 60161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双溪镇

大桥村泥涡组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R �本次权益变动后，
靖安洪大不再是明阳智能第
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明阳智能实际控
制人未变更，仍为张传卫、吴
玲、张瑞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赠与□ 其他 R 大宗交易、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股份注销等综合

因素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203,221,550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占明阳智能当时总股本（即 1,874,669,336股）的 10.8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89,293,120�股
变动比例：5%
变动后持股数量：113,928,43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占明阳智能当前总股本（即 1,950,828,712股）的 5.8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124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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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 22 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

团股份公司 5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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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4,19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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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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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

长不能履行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因董事长张传卫先生和副董事长沈忠民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启应先生主持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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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人，现场及通讯出席 5人；董事长张传卫先生、副董事长沈忠民先生、董事王

金发先生、董事韩昱先生、董事李一鸣先生因公务未出席，独立董事王玉女士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现场及通讯出席 2人；监事郑伟力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兼首席运营官、首席技术官张启

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梁才发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 2020年定增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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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178,154 99.9973 20,600 0.002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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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382,124 90.6693 27,600 0.0070 36,647,003 9.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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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
转让暨 2020 年定增募
投项目转让的议案

375,502,338 99.9945 20,600 0.0055 0 0.0000

2
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224,238,794 85.9437 27,600 0.0105 36,647,003 14.045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案： 无
2、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1、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Keycorp Limited、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青城联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连果、孔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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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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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1-044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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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长风街 115号世纪广场 B座 4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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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0,23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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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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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为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董事

会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吴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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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出席 7人，董事长王为民先生、董事梁建光先生、独立董事李玉敏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钟晓强先生、监事焦宇强先生、任全祥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吴艳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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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226,182 99.9992 9,500 0.0008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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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226,182 99.9992 9,500 0.0008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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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226,182 99.9992 9,500 0.0008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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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关于增补原蓉军先生为公司监事
的议案 1,199,960,683 99.9771 是

4.02 关于增补李俊先生为公司监事的
议案 1,199,960,683 99.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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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2,220,000 99.5739 9,500 0.4261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
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 其余三项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悦律师、刘宁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人员

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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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5 日

附件：
董事简历
刘奇，男，汉族，1981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煤焦经销部部长，山煤国际煤炭销售分公司经理。 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山煤物产环保能
源（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

监事简历
原蓉军，男，汉族，1973年 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政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处处长。 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

李俊，男，汉族，1972年 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西山德威矿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总会计师，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处处长，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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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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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9 月 14 日、9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估值偏离行业平均，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9 月 14 日、9 月 15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经营质量与盈利水平，自上市以来，公司致力于以投资带动其他业务发展，一

方面通过股权投资、并购重组等投资方式，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利用正平（深圳）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平台，创新业务模式，拓展公司在交通、水利、电力、城镇化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文旅开
发、矿产资源开发的投资和建设。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其他公司形成确定性的合作意向或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且公司完全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保密及内幕知情人管理。 如有进展， 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核实，除上述事项外，截止目前，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以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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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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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 2021年 9月 13日、9月 14日、9月 15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法

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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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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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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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10 :00- 11: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 e访谈”栏目，网址：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
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la601699@163.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年 8 月 26 日发布公司《2021 年半
年度报告》（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 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 :00-
11:00举行 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10 :00- 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网址：http://sns.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史红邈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成银先生等有关人员将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届时将在线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

sseinfo.com）中的“上证 e 访谈”栏目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邮箱 la601699@163.com，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范雅琳先生 卫宏妹女士
电话：0355-5923838
邮箱：la601699@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 e 访谈”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
特此公告。

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2021-058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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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亭西路 2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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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9,11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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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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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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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缪妍缇女士（代）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徐涛先生、王务超先生、曹靓先生、财务总监

黄宁泉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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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17,844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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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5,790,5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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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洪泮、王沛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
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法律

意见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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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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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家居”或“公司”）的股东于范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刘福娟女士、西藏埃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埃维管业有限公司、烟台埃维商贸有限公司近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江苏证监局关于对西藏埃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117号），现将该决定书原文内容公告如下：

“西藏埃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埃维管业有限公司、烟台埃维商贸有限公司、于范易、刘福娟：
经查，你们作为一致行动人持有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家居）股份。 西藏埃维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维创投）、烟台埃维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维管业）的证券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分别买入我乐家居 278,300 股、298,400 股，分别占公司股份的
0.088%、0.094%，导致你们合计持股比例增至 5.001%。 你们作为一致行动人，在增持我乐家居达到 5%
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并停止交易，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又继续增持 3,303,260 股，
占公司股份的 1.04%，至 2021年 2月 4日才通过我乐家居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
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
们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加强对自身股票账户的管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
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股东于范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收到上述决定书后， 表示服从江苏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同时将不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证券账户的管
理，加强与上市公司及监管部门的事前沟通，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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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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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调解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第二

被告
● 涉案的金额：320,215,392元人民币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已调解结案，公司不承担

任何责任，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 本次进展：法院对案件所涉全部冻结账户和股权的保全措施予以解除。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原子公司浙江琪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原新疆华铁恒安建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日与浙江亿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后因买卖纠纷，浙江亿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6）。

根据浙江亿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和子公司股权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冻结资金合计 3,308,761.60 元，冻结股权为公司持有的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
护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及澄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
087）。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3日收到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调解书》【（2020） 浙 01 民初 3042
号】。 就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调解协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6）。

二、诉讼进展的情况
2021年 9月 15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 01 民初

3042号之一】和《解除财产保全通知书》【（2021）浙 01民初 3042号】、【(2021)浙 01执保 3号】。
根据《民事裁定书》、《解除财产保全通知书》，原告浙江亿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因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对案件所涉全部冻结账户
和股权的保全措施予以解除。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和子公司股权已全部解除冻
结。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解除冻结的银行账户已全部恢复正常使用，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