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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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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届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 会议通知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 星期四
3、 会议通知方式：书面送达和电话通知
4、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二
5、 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六层会议室
6、 会议召开方式：通过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 出席会议董事情况：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分别为：缪品章、陈苹、叶宇煌、
缪福章、汤新华、苏小榕、林东云
8、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缪品章
9、 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为临时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全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四楼会议室
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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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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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监事会届次：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 会议通知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 星期四
3、 会议通知方式：书面送达和电话通知
4、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二
5、 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六层会议室
6、 会议召开方式：通过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 出席会议监事情况：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分别为：方晖、王晓漪、詹智勇。
8、 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方晖女士
9、 会议列席人员：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为临时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 《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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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冻结范平、邱晓霞、付鹏三人资产，主要包括三人名下房屋及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预计财产保全价
值不超过 4,000 万元。
（五）公司管理层在业绩承诺期间及期后的应对措施
1、避免损失扩大
公司在预计摩奇卡卡 2018 年承诺业绩的完成可能性较小的第一时间，采用延迟、分期支付股权
转让交易价款等方式应对。 在摩奇卡卡全部业绩承诺到期后，公司通过缩减摩奇卡卡人员、停止广告
推广投入等方式降低其对上市公司利润的不利影响。
2016 至 2019 年业绩承诺期间， 摩奇卡卡合计实现经营性净利润 14,329 万元， 累计向公司分红
10,000 万元，分红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摩奇卡卡业绩补偿纠纷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2、出售摩奇卡卡股权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将摩奇
卡卡 100%股权以 4,250.65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摩奇卡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出售摩奇卡卡事项进一步优化了公司资产和业务结构。
二、业绩补偿诉讼拟达成和解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补偿义务人提交的《和解提议书》，经各方多轮次协商沟通及福州中院居中调解，
公司与补偿义务人拟就业绩补偿诉讼案件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补偿款金额调整：
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应支付的补偿款金额由 22,979.16 万元（扣除公司应向反诉原告范
平、邱晓霞、付鹏支付的逾期付款资金占用费）调整为 9,000 万元。 其中范平应支付的金额由人民币
123,821,967.54 元调整为人民币 48,249,679.20 元；邱晓霞应支付的金额由人民币 58,316,644.34 元调整
为人民币 22,840,254.50 元； 付鹏应支付的金额由人民币 48,281,931.85 元调整为人民币 18,910,066.31
元。
（二）付款时间
1、补偿义务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向公司支付第一期款项 4,000 万元；
2、公司应于收到第一期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补偿义务人的财产保全措施；
3、补偿义务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第二期款项 3,000 万元；
4、补偿义务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第三期款项 2,000 万元。
（三）保证措施
1、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对本协议所约定款项的支付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新增第三方保证人刘某，公司已聘请律师对刘某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现场走访，证明其具备相应
履约能力。 保证人在本协议所涉 9,000 万元和解金额及其违约金、诉讼费用等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直至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完全履行完毕本协议所涉条款。
（四）若补偿义务人根据本协议约定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公司自愿放弃前述业绩补偿
诉讼案的其他诉讼请求，并豁免补偿义务人在原股权购买协议中所受竞业限制条款。 若补偿义务人未
依约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任一期的付款义务， 公司有权根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
（2020）闽 01 民初第 1036 号）的内容要求补偿义务人全额履行。 为便于本协议的履行，公司将向福州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本案的强制执行，补偿义务人应予以配合。
（五）违约责任
若补偿义务人未按上述约定按期足额履行任何一期付款义务的， 还应按未支付金额的每日万分
之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将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自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业绩补偿诉讼和解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拟达成和解方案的原因
公司根据委托律师对补偿义务人开展的财产调查结果及《福州中院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评估
其资产现状及未来偿还能力。 公司判断补偿义务人无能力按照法院判决书上的业绩补偿金额履行其
补偿义务。 如果通过法院进行强制执行，预计可回收金额将不超过 4,000 万元。 本次和解方案若能顺利
实施，将避免公司继续耗费大量精力和资源应对诉讼判决难以执行的困境，有利于公司回到正常的经
营轨道，进一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是当前状况下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有效措施及最优解
决方案。 和解方案的履行将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经综合考虑，公司拟与业绩补偿
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
（二）本次和解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充分考虑了本次公司与摩奇卡卡补偿义务人拟达成的和解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和解方
案若能顺利履行，将使公司快速收回 9,000 万元现金，能较大的改善公司现金流及偿债能力等财务状
况，优化资产结构。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已根据预期可收回业绩补偿金额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12,244.51
万元，上述其他应收款扣除坏账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合计 10,942.21 万元。 若本次和解方案生效，预计收
回 9,000 万元业绩补偿款，则对当期损益产生的影响为-1,942.21 万元，该方案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相对有限。
四、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与摩奇卡卡原股东产生业绩补偿纠纷，将影响上市公司的健康、稳健、可持续发展。 在此
背景下，我们认为公司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寻求妥当、可行的途径和方案，解决与补偿义务人之间的
业绩补偿纠纷是非常必要的。
经听取公司管理层的具体汇报并作认真审查后，我们认为：本次拟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当前情况
下能够充分考虑、平衡各方利益、风险的妥当方案，具备商业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该方案的达成和实
施，将有利于公司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保障广大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和解协议》。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的和解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2、虽然本次和解方案保证措施较为完善，但仍存在补偿义务人及保证人未根据和解协议履行义
务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
达成和解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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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以维护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为首要目标，综合考虑业绩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三人（以下简称“补偿义务
人”）的资产现状及偿还能力，拟与补偿义务人就业绩补偿诉讼事项达成和解。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背景及概述
（一）购买摩奇卡卡股权
1、股权交易
2016 年 12 月 6 日，公司与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摩奇卡卡”）原股东等相关
方签署了 《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协议》（以下
简称
“
《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摩奇卡卡 100%股
权。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上述交易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
2、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订的 《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 补偿义务人承诺摩奇卡卡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收益（指非经常性损益中的利得，下同）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300 万元、7,900 万元、9,900 万元、11,450 万元。
根据摩奇卡卡提供的审计报告，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摩奇卡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收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实际完成情况分别为 6,507.02 万元，7,025.91 万元，3,152.34 万 元 ， 2,356.66 万元。 2016 年至 2019 年度累计未完成承诺业绩为 21,221.39 万元。
（二）业绩补偿履行情况
1、2018 年业绩补偿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范平等置入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及补偿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署的《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及《＜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
支付 2018 年度各项补偿，其中现金补偿合计 169,207,675.92 元，股份补偿数量合计为 15,541,914 股，
返还分红 637,617.11 元。 具体明细如下：
补偿内容
应补偿对象

范平

承担应 补偿 金 额 的 比
例

56.62%

现金补偿金额（元）

股份补偿数（股）

返还分红金额（元）

95,805,382.91

8,799,832

361,0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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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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4:30 在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4 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4 日 9:15－
15:00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4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提案：《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业绩补偿义务主体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
（二）上述提案已经公司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会议提案为普通表决事
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三、提案编码

邱晓霞

24.10%

40,779,052.85

3,745,601

153,665.73

付鹏

19.28%

32,623,240.16

2,996,481

122,932.58

100

合计

100%

169,207,675.92

15,541,914

637,617.11

1.00

补偿内容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额的
比例
现金补偿金额（元）

股份补偿数（股）

返还分红金额（元）

范平

56.62%

123,236,843.77

11,467,249

585,123.77

邱晓霞

24.10%

56,015,096.27

4,582,727

233,836.55

付鹏

19.28%

46,387,597.68

3,521,464

179,684.96

合计

100%

225,639,537.72

19,571,440

998,645.28

股份补偿部分，公司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对补偿义务人所持富春股份股票进行 1 元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补
偿部分股份回购并注销完成的公告》。
现金补偿部分，补偿义务人未履行的 2019 年业绩补偿款合计 226,638,183.00 元。
3、2018 年、2019 年业绩补偿履行情况统计
综上，股份补偿部分，补偿义务人 2018 年和 2019 年合计应履行股份补偿数为 35,113,354 股，股
份补偿义务已 100%履行完毕。
补偿义务人 2018 年和 2019 年合计应履行业绩补偿款为 396,483,476.03 元，其中已履行业绩补偿
款 164,712,548.56 元，未履行业绩补偿款 231,770,927.47 元。 即业绩补偿款已履行的部分占比 41.54%，
未履行的部分占比 58.46%。
尚未履行的现金补偿具体明细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 额 2018 年未履行业绩补偿款 2019 年未履行业绩补偿款 合计未履行业绩补偿款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的比例

范平

56.62%

694,670.40

123,821,967.54

124,516,637.94

邱晓霞

24.10%

2,465,579.18

56,248,932.82

58,714,512.00

付鹏

19.28%

1,972,494.90

46,567,282.64

48,539,777.54

合计

100.00%

5,132,744.47

226,638,183.00

231,770,927.47

（三）诉讼情况
1、提起诉讼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就业绩补偿款事项提起起
诉，法院已受理并出具《民事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闽 01 民初 1036 号】，诉讼请求如下：
（1）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分别承担现金补偿 123,236,843.77 元、56,015,096.27 元、
46,387,597.68 元，合计 225,639,537.72 元；
（2）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返还已分配的利润 （即上文所述“返还分红”， 下同）
585,123.77 元、233,836.55 元、179,684.96 元，合计 998,645.28 元；
（3）请求法院判决范平、邱晓霞、付鹏承担逾期支付现金补偿、已分配利润的违约金 5,540,290.12
元、2,368,755.06 元、1,991,682.68 元 （以日万分之六点五八计算违约金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止，应
计至全部还清补偿金额之日止）；
（4）判令范平、邱晓霞、付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
律师费等。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 《关于就业
绩补偿事项提起诉讼的公告》。
2、追加诉讼请求
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司向福州中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诉讼请求如下：
（1）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分别偿付 2018 年业绩补偿款 694,670.40 元人民币、
2,465,579.18 元人民币、1,972,494.90 元人民币，合计 5,132,744.47 元人民币；
（2）请求法院判决范平、邱晓霞、付鹏承担逾期支付现金补偿、已分配利润的违约金 3,656.74 元、
12,978.81 元、10,383.21 元（以日万分之六点五八计算违约金暂计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止，应计至全部
还清补偿金额之日止）；
（3）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支付公司代垫的 2018 年回购注销税费 54,558.96 元、
23,222.73 元、18,578.18 元；
（4）由范平、邱晓霞、付鹏共同承担诉讼费用等。
3、法院判决情况
公司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
（2020）闽 01 民初 1036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公司支付 2019 年业绩现金补
偿、 返还已分配利润、 股份补偿不足转现金补偿款 123,821,967.54 元、56,248,932.82 元、46,567,282.64
元及违约金 （违约金分别以 123,821,967.54 元、56,248,932.82 元、46,567,282.64 元为基数，2020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违约金按年利率 24%计付，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
（2）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公司支付 2018 年业绩现金补
偿、 返还已分配利润款 694,670.40 元、2,465,579.18 元、1,972,494.90 元及违约金 （违 约 金 分 别 以
694,670.40 元、2,465,579.18 元、1,972,494.90 元为基数，2020 年 10 月 28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
（3）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公司支付垫付的税费 54,558.96
元、23,222.73 元、18,578.18 元。
（4）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反诉原告范平、邱晓霞、付鹏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
用费 1,378,200.9 元、421,090.39 元、276,423.87 元。
如果各方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1,250,775 元，由公司承担 47 元，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分别承担 673,064 元、
316,140 元、261,524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共担。 反诉案件受理费 13,761.5
元，由范平、邱晓霞、付鹏共担 2,734.5 元，由公司承担 11,027 元。
（四）补偿义务人偿债能力调查及财产保全情况
公司在补偿义务人支付业绩补偿款截止日后，立即对补偿义务人财产申请了财产保全，取得《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对相关资产进行查封、冻结。 截至目前，公司采取诉前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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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提案编码

注：现金补偿金额包含股份补偿尾差现金合计 34.29 元。
股份补偿部分，公司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对范平、邱晓霞、付鹏所持富春股份股票进行 1 元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8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补偿部分股份回购并注销完成的公告》。
现金补偿部分，公司已经于应支付补偿义务人第三、四期的股权转让款中抵付 91,379,215.22 元，
第 五 期 股 份 转 让 款 中 抵 付 73,333,333.34 元 ， 综 上 补 偿 义 务 人 未 履 行 的 2018 年 业 绩 补 偿 款
5,132,744.47 元（注：现金补偿款和返还分红款合称为“
业绩补偿款”，下同）。
2、2019 年业绩补偿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范平等对置入资产 2019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补偿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署的《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及《＜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
支付 2019 年度各项补偿，其中现金补偿合计 225,639,537.72 元，股份补偿数量合计为 19,571,440 股，
返还分红 998,645.28 元。 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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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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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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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21〕955 号）同意，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
华尔泰”，证券代码为“
001217”。 本次公开发行的
8,29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自 2021 年 9 月 29 日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
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未
披露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
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报告期内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并出具了容诚审字[2021]230Z0333 号审计报告。
根据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议案

100

总议案
《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

股东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18,170.32

5,956.21

12,214.11

205.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17,636.43
利润

4,963.46

12,672.98

255.33%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增加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4.08

9,431.93

-4,417.85

-46.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44.07

-1,176.85

-4,667.22

-396.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83

-6,981.99

5,923.16

84.8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494.61

3,709.04

1,785.57

48.14%

2021 年 1-6 月收入为 78,442.85 万元，同比 2020 年 1-6 月增长 50.74%；利润总额为 20,953.44 万
元，同比增长 205.73%；净利润为 18,170.32 万元，同比增长 205.07%。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产品市场需求及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2021 年
上半年，得益于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化工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升，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因此
较 2020 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2021 年 1-9 月经营业绩预计
结合公司产销数据及化工产品行情变化情况， 公司预计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及业绩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66,153.27

65,144.94

65,719.91

营业收入

负债总额

25,454.86

27,117.78

43,155.97

净利润

27,255.47

9,371.43

190.84%

流动负债

20,704.89

22,842.52

38,547.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55.47

9,371.43

190.84%

净资产

77,829.70

67,049.34

54,432.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21.59

9,109.75

193.33%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4,755.32

125,691.19

127,461.84

营业利润

18,620.25

17,131.59

13,011.76

利润总额

19,347.49

16,843.65

12,597.93

净利润

16,794.81

14,613.99

10,99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106.26

13,785.25

10,583.07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0.15

12,378.26

6,071.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29

1,461.83

-2,690.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6.28

-11,262.05

-3,565.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85.58

2,578.04

-184.43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79

1.27

速动比率（倍）

1.41

1.02

0.68

资产负债率（%）

24.65

28.80

44.22

2.69

2.19

每股净资产（元）

3.13

0.83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资
0.03
产的比例（%）

-

-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31.94

34.64

33.01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12.88

16.32

17.0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8,966.10

利息保障倍数（倍）

197.61

32.57

17.3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43

0.50

0.24

0.07

0.10

-0.0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28,684.62

22,926.14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1．2021 年 1-6 月经审阅业绩
依据容诚专字[2021]230Z2133 号《审阅报告》，公司 2021 年 1-6 月主要财务信息及变动情况如
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增加金额

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

91,223.29

90,665.15

558.14

0.62%

流动资产

28,164.42

26,543.29

1,611.13

6.07%

非流动资产

63,058.87

64,121.86

-1,062.99

-1.66%

负债总计

24,147.29

26,923.27

-2,775.98

-10.31%

流动负债

19,076.94

21,925.74

-2,848.8

-12.99%

非流动负债

5,070.35

4,997.53

72.82

1.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076

63,741.89

3,334.11

5.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合
67,076
计

63,741.89

3,334.11

5.23%

2021 年 1-9 月
（预计数）
117,664.27

2020 年 1-9 月
（未审数）

证券代码：002382
债券代码：128108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2021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主要系行业
及国家总体政策的影响。 上述 2021 年 1-9 月业绩预计情况系发行人根据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初步预计
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宏观环境变化及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合成氨、硝酸、硫酸、双氧水、三聚氰胺、碳酸氢铵、甲醛、密胺树脂等化工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多条成套化工产品生产装备。 化工行业受国内外宏观经济、行业法规和贸易
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变化影响较大。 近年来，全球宏观经济表现平稳，国内经济稳中有升，化工行业在供
给侧改革以及安全环保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供需格局有所改善，优质龙头企业市场份额逐步
提升。 为确保完成我国
“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国家必将对工业领域推
进绿色制造、对重点行业领域实施减污降碳，这将对化工行业特别是基础化工行业的供给形成重大影
响。 未来，如果国内外宏观环境因素发生不利变化，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
级等引起全球经济下滑，可能会对化工行业及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之一， 下游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几乎遍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
业。 化工行业的周期性变化趋势与国民经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变动较为一致，当宏观经济下
行，国民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或减少，下游行业对化工产品的需求减少，将导致化工产品的市场供需及
价格发生波动，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无烟煤、硫磺、尿素及各类催化剂等。 公司合成氨技术主要使用无烟块煤，
该类煤的煤气化程度、燃烧效率较高，但无烟块煤储量较少有较高的稀缺性。 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及
资源禀赋限制， 国内无烟块煤近年来产量连续下降， 且未来无烟块煤的产量仍将呈现逐渐下滑的趋
势。 无烟块煤资源的稀缺性不断加强，这势必将推高公司的无烟煤采购价格。
公司硫酸采用硫磺制酸工艺同时副产蒸汽，硫磺市场行情对公司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我国硫磺
市场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内硫磺价格波动较大，从而影响下游硫磺制酸企业的生产成本。
公司三聚氰胺主要原材料为尿素，尿素下游市场主要为化肥行业，上游为天然气行业，受农业需
求、石油行业波动影响较大。 国际石油供求关系、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国际大宗原材料波动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都将助推尿素等一系列化工原材料价格变化。
虽然公司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在成本控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仍不排除未来原材料价
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多种危险化学品销售，部分产品具有强腐蚀性及易燃易爆等特性，存在较大的
安全风险。 主要风险因素包括第三方破坏、管道腐蚀、设计缺陷、操作失误、交通事故等，如果在经营过
程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可能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以及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四）环保风险
化工行业是国家重点环保监控行业，对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升，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我国化工行业
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 进入行业的企业必须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根据国家环保规定进行生产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国家和地方政府可能会颁布更新、更严
的环保法规，提高环保标准，从而导致公司增加环保治理方面的费用支出，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公司目前生产的产品均属于化工产品，在正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
弃物。 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液氨、双氧水、甲醇的存储、运输泄漏事故，以及火灾、爆炸事故等引起的环
保风险。 尽管公司已按照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投资建设了较完备的三废处理设施，并按照国家最新环
保政策的要求不断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在工艺上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技术和方法。 但若发生突发事件
或者处理不当，公司仍存在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司面临环保处罚、停产整顿等风
险，并对公司声誉、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新冠疫情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给发行人带来的业绩下滑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于 2020 年 1 月在全国爆发。 为防控新冠疫情，全国各地政府均出
台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新冠疫情导致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对公司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货
物运输、产品销售等造成不利影响。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038.86 万元，实现净利润
5,956.21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平均水平分别下降 17.20%和 18.49%。 2020 年下半年得益于国内疫情有
效控制，化工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升，使得公司全年利润有所增长，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延续时
间及影响范围尚不明朗，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持续或加剧，则可能会给发行人带来业绩下
滑的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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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71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
“
蓝帆转债”，债券代码为“
128108”。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 公 开 发 行 了 31,440,400 张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 每 张 面 值 为 100 元 ， 发 行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3,144,040,000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07,810,580.84 元。 上述募集资
金的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0】第
3-00009 号）。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存续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以保证
专款专用。
公司及子公司 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荐人摩根
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等
七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收购介入主动脉瓣膜公司 NVT
AG 100%股权及补充营运资金项
目

3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有限公司淄博 临淄 15233101040024486
公司
支行

收购 CBCH II 6.63%的少数股权
项目

4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
373899991013000189942
公司
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5

山东蓝 帆新材 料有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
632098968
限公司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年产 40 亿支 PVC 健康防护手套
项目

6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股份有限公司 章丘 2060009104205000012662
公司
支行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 充流动 资金
项目

7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
379020100100075495
公司
公司淄博分行

收购武汉必凯尔救 助用品 有限
公司 100%股权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项目类别

第 三 期 年 产 20 亿 支 健 康 防 护
（新型手套）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账户暨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及 2020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账户暨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
三、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21-66 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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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合并口径） 的比例为
124.76%，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额度内为子公司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百康药业”）、重庆圣志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圣志建材”）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 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支行签订
《保证合同》，为百康药业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为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为圣志建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支行签
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人民币 900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2 月 24 日
注册地址：辽源经济开发区财富大路 2858 号
法定代表人：魏晓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含激素类）、原料药（丙谷胺、盐酸吗啉呱、盐酸二氧丙嗪、
法莫替丁、盐酸氯哌丁、双氯芬酸钠、曲克芦丁、芬布芬、硝苯地平、盐酸普鲁卡因、盐酸奈福泮、对乙酰
氨基酚、呋喃唑酮、盐酸苯海拉明、呋塞米、贝诺脂、磷酸苯丙哌林、诺氟沙星、吡罗昔康、甲磺酸左氧氟
沙星）（以上项目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100%。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百康药业资产总额 306,165,798.87 元，负债总额 134,471,420.89 元，所
有者权益 171,694,377.98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1,987,792.53 元，净利润 21,286,308.63 元。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百康药业资产总额 307,710,851.13 元，负债总额 140,850,534.23 元，所有
者权益 166,860,316.9 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9,065,584.7 元，净利润 16,452,247.55 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重庆圣志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石桥村 12 社
法定代表人：张志强

证券代码：300839

48.45%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742

变动率

79,261.77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

√

205.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非流动资产

√

投票说明:
1、委托人为自然人股东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需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如果委托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有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表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3、非累积投票制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方的方框中打“√”为准，
每一议案限选一项，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其他符号、同时填多项或不填的视同弃
权统计。
4、对于累积投票提案，根据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
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
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
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附件三：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14,099.78

97,588.65

用于接收募集资金

√

6,853.66

31,868.74

012-875-2-042367-8
Bluesail New Valve
中国银行 （香港）有 (港币)、
Technology
HK
012-875-2-042368-1
限公司
Limited
(外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20,953.44

94,167.12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242941731156
公司
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弃
权

227.95%

利润总额

29,022.18

11

反
对

50.74%

14,443.83

37,131.30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变动幅度

26,403.99

6,336.35

103,284.57

账户名称

备注
提 案 编
提案名称
码

增加金额

52,038.86

20,780.1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
350299”，投票简称为“
富春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二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 9:15—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1、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2、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4、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2020 年 1-6 月

78,442.85

营业利润

流动资产

备注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

《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

项目

项目

提案名称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9:00 至 12:00，13:00 至 17:00。
3、现场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 5 层证券事务部。
4、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
参加股东大会。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当携带
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信函或传真须在 2021 年 10 月 13 日 17:00 之前以专人送达、邮递或传真方
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来信请寄：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邮编：350003（信封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承杰
电话：0591-83992010
传真：0591-83920667
邮箱：fuchungroup@fuchun.com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1.00

证券代码：001217

D37

证券简称：博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5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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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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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二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票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21 年 9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 9:15-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镇骆东路 181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碧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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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下同）共 12 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 78,278,6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984％。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75,277,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5.67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3,000,9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219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7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3,461,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04％。
其中：

序号

账户名称

11

Bluesail New Valve
012-875-2-042367-8
中国银行 （香港）有
Technology
HK
(港币)、012-875-2-042368-1
限公司
(外币)
Limited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项目类别

22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
373899991013000189942
公司
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33

山东蓝 帆新材 料有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
632098968
限公司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年产 40 亿支 PVC 健康防护手套
项目

44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242941731156
公司
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用于接收募集资金

55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有限公司淄博 临淄 15233101040024486
公司
支行

收购 CBCH II 6.63%的少数股权
项目

66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
蓝帆医 疗股份 有限
股份有限公司 章丘 2060009104205000012662
公司
支行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
项目

收购介入主动脉瓣膜公司 NVT
AG 100%股权及补充营运资金项
目
第 三 期 年 产 20 亿 支 健 康 防 护
（新型手套）项目

（一）履行的程序
1、2021 年 7 月 1 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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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收购介入主动脉
瓣膜公司 NVT AG 100%股权及补充营运资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5,799.54 万元（含
部分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所
需。
2、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第三期年产 20
亿支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年产 40 亿支 PVC 健康防护手套项目”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金额合计 11,971.93 万元（含部分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其中包含项目合同尾款或质保金待支付款项约 5,922.59 万元（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2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上述事项已分别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依法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的销户手续。
3、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或低于募集
资金净额 1%的，可以豁免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其使用情况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中，“用于接收募集资金”、“收购 CBCH II 6.63%的少数股权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三个募投账户的节余募集资金均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1%，可以豁免履行相应审批程序，进行
注销。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依法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
（二）其他事项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及子公司 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山东蓝
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荐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公司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专户的归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拌混凝土、干粉砂浆的生产、销售；销售建材（不含化危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罐式）。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100%。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圣志建材资产总额 280,727,802.16 元，负债总额 171,938,211.09 元，所
有者权益 108,789,591.07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5,309,808.01 元，净利润 14,847,159.55 元。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圣志建材资产总额 364,909,045.45 元，负债总额 250,838,373.93 元，所有
者权益 114,070,671.52 元；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6,193,105.72 元，净利润 5,128,240 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
保证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支行
保证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圣志建材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900 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 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均
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判断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19,102.29 万元，占公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为 124.76%；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
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亦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460,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4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3,000,9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96％。
3.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78,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61,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78,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61,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劳正中 范玥宸
3、结论性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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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