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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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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公告编号：

2020-034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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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受让方增持，均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火炬” ）于2020年7月10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

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吾民乐九鼎”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九鼎一期”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昭宣元盛九鼎”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昭宣元泰九鼎” ）、苏

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安丰九鼎”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元安九鼎”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祥盛九鼎”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在2019年11月29日至2020年7月9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7,0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本次转

让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昆吾民乐九鼎 517,400 0.3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6,952,230.91

嘉兴九鼎一期

917,300 0.6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12,613,242.88

1,422,400 1.01%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6,886,971.00

昭宣元盛九鼎

387,700 0.2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5,316,130.00

906,400 0.64%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1,319,908.00

昭宣元泰九鼎

351,300 0.2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914,077.55

700,000 0.49%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8,333,600.00

苏州安丰九鼎

315,100 0.22%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403,463.00

530,000 0.37%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7,269,700.00

嘉兴元安九鼎

263,700 0.19%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699,085.00

362,200 0.26%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4,171,284.00

祥盛九鼎

234,500 0.1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280,929.00

167,000 0.12%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2,000,660.00

合计 7,075,000 5.00% 91,161,281.34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昆吾民乐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60,400 4.14% 5,343,000 3.78%

嘉兴九鼎一期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80,700 2.95% 1,841,000 1.30%

昭宣元盛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8,100 1.48% 794,000 0.56%

昭宣元泰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2,000 1.21% 660,700 0.47%

苏州安丰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3,800 1.08% 688,700 0.49%

嘉兴元安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8,600 0.77% 462,700 0.33%

祥盛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1,400 0.55% 379,900 0.27%

合计 17,245,000 12.19% 10,170,000 7.1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

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

东381号商旅大厦6幢

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

路1856号1号楼113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

号公路大厦1号楼512房

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

号公路大厦1号楼512房

间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嘉兴合创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康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康青

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康青

山）

成立日期 2011年10月14日 2013年7月17日 2012年7月31日 2012年05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94583753185N 91330402074022384G 91370600050945213X 91370600596566020W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参与设立投资企业

与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名称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海大

厦1幢10层1006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

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

114室-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

大厦6幢1105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康青山）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康青

山）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康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07月05日 2012年11月21日 2011年11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5945781427857 9133040205830519X6 913205945866386417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

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

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参与设立

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

管理顾问机构。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理其他

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情况

（1）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41%

上海豪石方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500.00 34.69%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00.00 1.63%

陕西济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08%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300.00 21.63%

刘效刚 自然人 2,000.00 8.16%

刘芬如 自然人 1,200.00 4.90%

许尔明 自然人 1,000.00 4.08%

童晓波 自然人 1,000.00 4.08%

徐雯 自然人 1,000.00 4.08%

濮雅萍 自然人 1,000.00 4.08%

陆华超 自然人 1,000.00 4.08%

李怡 自然人 1,000.00 4.08%

合计 24,500.00 100.00%

（2）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龚雷海 自然人 5,000.00 6.8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李砚平 自然人 3,275.00 4.49%

成都洪源远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5,000.00 6.86%

齐鸣 自然人 3,500.00 4.8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蒋丽君 自然人 1,200.00 1.65%

九江志德通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00.00 2.74%

郑福森 自然人 1,000.00 1.37%

长沙九信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400.00 6.04%

崔晓波 自然人 2,000.00 2.74%

鑫控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6.86%

湖南汉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0.69%

合计 72,875.00 100.00%

（3）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陈红斌 自然人 1,000.00 13.33%

苏寿梁 自然人 1,200.00 16.00%

陈睿 自然人 1,200.00 16.00%

于洋 自然人 1,000.00 13.33%

孙贻财 自然人 1,000.00 13.33%

马永玲 自然人 1,000.00 13.33%

长沙市利祥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 14.67%

合计 7,500.00 100.00%

（4）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85 0.84%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930.00 99.16%

合计 12,030.85 100.00%

（5）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0.56%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500.00 99.16%

钱赟 自然人 50.00 0.14%

李虹达 自然人 30.00 0.08%

张云峰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06%

合计 35,800.00 100.00%

（6）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0.77%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 26.92%

苏州工业园区申鑫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400.00 26.15%

苏州嘉宁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 23.08%

常虹 自然人 1000.00 7.69%

来军 自然人 1000.00 7.69%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69%

合计 13000.00 100.00%

（7）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1.47%

长沙九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61.00 3.84%

方建 自然人 765.00 11.25%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9.41%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5.29%

李贵芬 自然人 939.00 13.81%

湖南诚勋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89.00 10.13%

湖南微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8.97%

长沙国锦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76.00 12.88%

汉天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94%

合计 6,800.00 10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已经全部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80

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疆火炬

股票代码：603080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通讯地址

股份变动性

质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大

厦6幢1105室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

小镇1号楼113室-25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号公路大厦1号楼

512房间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号公路大厦1号楼

512房间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海大厦1幢

10层1006室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

小镇3号楼114室-2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大

厦6幢1105室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

仰山公园2号楼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0年7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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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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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火炬”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新疆火炬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新疆火炬 指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昆吾民乐 指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策略一期 指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昭宣元盛 指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昭宣元泰 指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夏启安丰 指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昭宣元安 指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 指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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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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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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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

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

东381号商旅大厦6幢

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

路1856号1号楼113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

号公路大厦1号楼512房

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

号公路大厦1号楼512房

间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嘉兴合创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康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康青

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康青

山）

成立日期 2011年10月14日 2013年7月17日 2012年7月31日 2012年05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94583753185N 91330402074022384G 91370600050945213X 91370600596566020W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参与设立投资企业

与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名称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海

大厦1幢10层1006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14室

-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

商旅大厦6幢1105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委

派代表：康青山）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康青山）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委派代表：康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07月05日 2012年11月21日 2011年11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5781427857 9133040205830519X6 913205945866386417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

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

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

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情况

（1）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41%

上海豪石方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500.00 34.69%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00.00 1.63%

陕西济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08%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300.00 21.63%

刘效刚 自然人 2,000.00 8.16%

刘芬如 自然人 1,200.00 4.90%

许尔明 自然人 1,000.00 4.08%

童晓波 自然人 1,000.00 4.08%

徐雯 自然人 1,000.00 4.08%

濮雅萍 自然人 1,000.00 4.08%

陆华超 自然人 1,000.00 4.08%

李怡 自然人 1,000.00 4.08%

合计 24,500.00 100.00%

（2）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龚雷海 自然人 5,000.00 6.8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李砚平 自然人 3,275.00 4.49%

成都洪源远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5,000.00 6.86%

齐鸣 自然人 3,500.00 4.8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蒋丽君 自然人 1,200.00 1.65%

九江志德通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00.00 2.74%

郑福森 自然人 1,000.00 1.37%

长沙九信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400.00 6.04%

崔晓波 自然人 2,000.00 2.74%

鑫控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6.86%

湖南汉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0.69%

合计 72,875.00 100.00%

（3）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陈红斌 自然人 1,000.00 13.33%

苏寿梁 自然人 1,200.00 16.00%

陈睿 自然人 1,200.00 16.00%

于洋 自然人 1,000.00 13.33%

孙贻财 自然人 1,000.00 13.33%

马永玲 自然人 1,000.00 13.33%

长沙市利祥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 14.67%

合计 7,500.00 100.00%

（4）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85 0.84%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930.00 99.16%

合计 12,030.85 100.00%

（5）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0.56%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500.00 99.16%

钱赟 自然人 50.00 0.14%

李虹达 自然人 30.00 0.08%

张云峰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06%

合计 35,800.00 100.00%

（6）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0.77%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 26.92%

苏州工业园区申鑫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400.00 26.15%

苏州嘉宁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 23.08%

常虹 自然人 1000.00 7.69%

来军 自然人 1000.00 7.69%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69%

合计 13000.00 100.00%

（7）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1.47%

长沙九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61.00 3.84%

方建 自然人 765.00 11.25%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9.41%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5.29%

李贵芬 自然人 939.00 13.81%

湖南诚勋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89.00 10.13%

湖南微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8.97%

长沙国锦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76.00 12.88%

汉天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94%

合计 6,80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康青山 男 中国 北京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无境外长期居留

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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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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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基金出资人资金需求而做出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的股份增减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昆吾民乐持有新疆火炬5,34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 策略一期持有新疆

火炬1,8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 昭宣元盛持有新疆火炬79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6%。

昭宣元泰持有新疆火炬660,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夏启安丰持有新疆火炬688,7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49%。 昭宣元安持有新疆火炬46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 苏州祥盛持有新疆火炬379,

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7.1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增减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新疆火炬17,245,000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新

疆火炬总股本的12.1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昆吾民

乐

517,400 0.3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6,952,230.91

-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 -

策略一

期

917,300 0.6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12,613,242.88

1,422,400 1.01%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6,886,971.00

昭宣元

盛

387,700 0.2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5,316,130.00

906,400 0.64%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1,319,908.00

昭宣元

泰

351,300 0.2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914,077.55

700,000 0.49%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8,333,600.00

夏启安

丰

315,100 0.22%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403,463.00

530,000 0.37%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7,269,700.00

昭宣元

安

263,700 0.19%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699,085.00

362,200 0.26%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4,171,284.00

苏州祥

盛

234,500 0.1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280,929.00

167,000 0.12%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2,000,660.00

合计 7,075,000 5.00% 91,161,281.34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七只基金持有新疆火炬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昆吾民乐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60,400 4.14% 5,343,000 3.78%

策略一期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80,700 2.95% 1,841,000 1.30%

昭宣元盛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8,100 1.48% 794,000 0.56%

昭宣元泰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2,000 1.21% 660,700 0.47%

夏启安丰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3,800 1.08% 688,700 0.49%

昭宣元安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8,600 0.77% 462,700 0.33%

苏州祥盛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1,400 0.55% 379,900 0.27%

合计 17,245,000 12.19% 10,170,000 7.1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

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七只基金共计持有的新疆火炬10,170,000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不存在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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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签署日期：2020年7月10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

市世纪大道南路77号

股票简称 新疆火炬 股票代码 60308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商

旅大厦6幢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13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号公路

大厦1号楼512房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90号公路

大厦1号楼512房间、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

海大厦1幢10层1006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14室-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

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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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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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17,245,000股 持股比例：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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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数量：减少7,075,000股 变动比例：减少5.00%

持股数量：10,170,000股 持股比例：7.1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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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签署日期：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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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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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二楼元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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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8,647,24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00,954,78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7,69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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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44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17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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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郑国强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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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2人，董事郑国强先生、独立董事马洪先生出席会议，董事俞培俤先生、俞锦先生、俞丽女士、

俞凯先生、冷文斌先生，独立董事卢世华先生、陈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江山先生出席会议，监事王文贵先生、梁婧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

已向公司请假；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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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951,884 99.9996 2,900 0.0004 0 0.0000

B股 47,692,4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48,644,348 99.9996 2,900 0.000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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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俞培俤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502,449 99.9807 是

2.02 选举俞锦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49 99.9780 是

2.03 选举俞丽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56 99.9780 是

2.04 选举俞凯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49 99.9780 是

2.05 选举冷文斌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50 99.9780 是

2.06 选举郑国强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51 99.9780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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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选举卢世华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748,592,249 99.9927 是

3.02 选举陈玲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748,591,652 99.9926 是

3.03 选举郑启福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748,591,651 99.9926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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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董云雄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48,384,583 99.9649 是

4.02 选举梁婧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48,591,651 9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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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选举俞培俤为第八届董事局董

事

17,459,888 99.1775

2.02 选举俞锦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17,439,888 99.0639

2.03 选举俞丽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17,439,895 99.0639

2.04 选举俞凯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17,439,888 99.0639

2.05

选举冷文斌为第八届董事局董

事

17,439,889 99.0639

2.06

选举郑国强为第八届董事局董

事

17,439,890 99.0639

3.01

选举卢世华为第八届董事局独

立董事

17,549,688 99.6876

3.02

选举陈玲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

董事

17,549,091 99.6842

3.03

选举郑启福为第八届董事局独

立董事

17,549,090 99.6842

4.01

选举董云雄为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17,342,022 98.5080

4.02 选举梁婧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7,549,090 99.68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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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律师、陈萌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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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094

、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

2020-07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于2020年7月9日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江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出的职工监事， 将与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1日

江山先生简历：

江山，男，1968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北京大学EMBA。 曾任福建省华侨友谊供应公司总经办副主任、福建省

贸易厅厅长秘书、福建元一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元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福建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司董事长助理、行政总监、工会主席。江山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 无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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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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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会议方式

召开。 会议召开十日前已向各位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

法有效。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推选董事俞培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选举俞培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主席。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选举俞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副主席。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共七名，分别为俞培俤、俞锦、俞丽、俞凯、郑国强、卢世华、陈玲，任期同本届董事局。主任委员由董事

局主席俞培俤先生担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分别为卢世华、陈玲、郑启福、冷文斌、郑国强，任期同本届董事局。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

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卢世华先生担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分别为郑启福、卢世华、陈玲、俞锦、俞丽，任期同本届董事局。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独立

董事郑启福先生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分别为陈玲、卢世华、郑启福、俞锦、冷文斌，任期同本届董事局。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

选举独立董事陈玲女士担任。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提名，聘任俞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局。

俞锦先生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本次会议前，公司提名委员会对高管候选人提名进行了审核。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蒋冬森先生为公司执行总经理。

（二）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冷文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三）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郑国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

（四）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鲍金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五）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林振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六）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陈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七）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提名，聘任张燕琦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八）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陈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的任期同本届董事局。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符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管人员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公司法》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

本次会议前公司提名委员会对高管候选人提名进行了审核。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年7月11日

新增高管简历：

陈方，男，1966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泰禾集团总裁助理兼武汉区域总经理，利嘉（福建）

国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元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福建天元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福建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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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

式召开。 会议召开十日前已经向各位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

开合法有效。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全体监事推选监事董云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选举董云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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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

2020-024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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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0年上

半年经营数据。

项目 1-6月累计数 上期1-6月累计数 变动比例（%）

原煤产量（万吨） 464.27 522.31 -11.11

商品煤产量（万吨） 334.49 466.87 -28.35

商品煤销量（万吨） 342.34 476.97 -28.23

煤炭主营销售收入（万元） 211,566.12 308,141.72 -31.34

煤炭主营销售成本（万元） 128,971.82 195,733.11 -34.11

商品煤销售毛利（万元） 82,594.30 112,408.61 -26.52

上半年， 公司商品煤产销量下降主要受一季度复工复产和二季度公司所属部分矿井工作面过断

层影响，并影响到公司主营销售收入、成本和商品煤销售毛利。 根据最新政策，公司在减征期内享受企

业社会保险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减半征收政策带来成本下降。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

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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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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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2800万元–3630万元

盈利：10,305.5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4.78%�-�72.8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元/股–0.03元/股 盈利：0.0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终端市场消费需求阶段性下降，同时，疫情期间公司艺术培训线下门

店严格按照政府要求时间复工复课，音乐教育板块受到一定影响，导致企业经营业绩短期内阶段性同比下降，但仍保持盈利态势。 公

司已采取积极的营销措施，后续市场情况将逐步向好。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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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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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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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 3,000万元 亏损：2,357.4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41元 — 0.0211元 亏损：0.0166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过逐步的业务、资产整合以及架构优化，公司经营质量提升，成本费用下降，经营状态呈逐步改

善。 再叠加疫情期间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以及上半年主要原材料平均价格有所下跌，推动公司上

半年整体经营成果大幅扭转，盈利能力同比增强。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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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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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4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357号，以下

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关注函》有关材料的书面回复和披露工作。 公司于

2020年7月2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1）。

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各相关单位对函中关注问题进行落实和回复，由于涉及回复需要会计师发

表专业意见，此部分工作尚未完成。 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关注函》，力争尽快完成回复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

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