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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20-039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20年6月

30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约1216.39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约1.79%；累计完成上网电量约

1139.50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约2.48%。

本公司电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全社会用电需求同比降低，新增装机增加以及新能源发电量大幅增加，挤占存量火电发电空间；

2.�公司水电所在流域来水偏枯，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3.�部分省区外购电大幅增长，省内煤电企业发电空间受到挤占。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人民币375.84元/兆瓦时（含税）。

本公司及子公司发电量情况如下：

区域

电网

电源种类 企业名称

2020年半年度

发电量

（亿千瓦时）

增长比率

2020年半年度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增长比率

京津唐

火电（燃

机）

高井热电厂 22.960 -19.89% 22.411 -19.82%

火电 陡河发电厂 18.090 -39.76% 16.449 -40.10%

火电 下花园发电厂 5.066 7.33% 4.600 7.23%

火电 张家口发电厂 54.147 -19.17% 49.524 -19.86%

火电、光伏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3.917 -4.26% 22.203 -4.63%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63.881 -22.96% 59.604 -23.04%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51.892 -21.90% 48.762 -22.03%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2.835 -13.22% 11.816 -13.81%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9.831 44.33% 18.253 44.75%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7.807 -9.39% 26.042 -9.64%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3.097 -13.95% 11.996 -14.74%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4.290 -11.13% 13.340 -11.36%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迁安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3.425 25.92% 3.093 24.72%

风电 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9.166 47.13% 8.920 45.75%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北郊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8.371 / 7.773 /

山西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22.681 -11.37% 20.543 -11.38%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3.259 -11.19% 12.205 -11.43%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有限责任

公司

0.780 9.86% 0.772 10.29%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应县风电有限责任

公司

0.557 -0.54% 0.549 -0.18%

广东

火电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69.241 6.75% 65.759 6.75%

火电（燃

机）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3.405 10.55% 3.324 10.43%

火电（燃

机）

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4.437 187.59% 14.165 188.49%

火电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6.049 / 24.772 /

江苏

火电、光伏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4.491 -6.02% 51.331 -6.28%

火电（燃

机）

江苏大唐国际金坛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6.654 92.09% 16.310 92.33%

火电

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0.381 31.38% 0.299 57.37%

福建

火电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1.845 8.19% 49.080 8.03%

风电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506 -10.36% 1.468 -10.49%

浙江

火电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52.479 0.69% 49.778 0.50%

火电（燃

机）、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4.295 -32.15% 4.209 -32.22%

火电（燃

机）、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1.275 59.38% 1.248 57.97%

风电、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0.616 15.57% 0.603 16.18%

光伏 文成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0.020 / 0.020 /

宁夏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责

任公司

0.995 2.58% 0.967 3.98%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1.472 12.37% 1.431 13.57%

辽宁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2.280 -6.54% 11.098 -7.05%

风电、光伏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0.161 17.74% 10.038 17.54%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1.714 2.57% 10.856 2.61%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葫芦岛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4.678 / 4.320 /

云南

火电、水电、

光伏

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32.765 -1.70% 30.553 -5.11%

江西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1.035 -10.93% 48.747 -11.19%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131 80.59% 1.931 80.47%

风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5.022 31.81% 4.902 31.77%

内蒙古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18.084 16.30% 10.162 -28.84%

水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

开发有限公司

3.294 2.30% 3.265 2.35%

风电、光伏 内蒙古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3.313 -2.84% 3.209 -2.46%

重庆

火电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9.036 373.09% 8.414 372.70%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31.247 -6.08% 31.151 -6.09%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14.798 0.39% 14.677 0.39%

水电 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54 12.54% 7.705 12.65%

风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风电有限

责任公司

0.313 -17.63% 0.302 -18.38%

四川

水电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5.231 -8.71% 5.130 -8.56%

水电

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41.182 16.50% 40.918 16.44%

光伏 四川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0.418 -7.11% 0.408 -7.27%

青海

水电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4.173 11.28% 4.128 11.57%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伏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0.496 -6.42% 0.492 -5.38%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0.781 1.43% 0.772 1.58%

风电 大唐国际茫崖新能源有限公司 0.669 / 0.650 /

风电 大唐国际大柴旦新能源有限公司 0.474 / 0.463 /

风电 大唐国际都兰新能源有限公司 0.249 / 0.242 /

安徽

火电 大唐淮南洛河发电厂 3.003 -49.36% 2.826 -49.26%

火电 大唐淮北发电厂 32.292 1.13% 30.863 1.49%

水电 大唐陈村水力发电厂 2.042 -35.58% 2.014 -35.65%

火电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8.116 -15.84% 36.377 -15.74%

火电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司 25.184 -26.36% 24.164 -26.44%

火电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家

庵发电厂

14.813 0.63% 13.981 0.80%

生物质 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0.000 / 0.000 /

河北

火电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

分公司

14.715 -19.63% 13.437 -19.92%

火电 大唐保定热电厂 10.118 16.70% 8.647 18.29%

水电、光伏 大唐王快水力发电厂 0.209 -22.59% 0.203 -21.92%

风电

大唐河北新能源(张北)有限责任

公司

1.589 11.90% 1.570 11.35%

火电 大唐清苑热电有限公司 15.607 -11.47% 14.176 -11.73%

火电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13.504 -15.18% 12.394 -15.34%

光伏 大唐五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0.164 2.50% 0.160 0.00%

风电、光伏 大唐乌拉特后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0.540 0.00% 0.521 -1.70%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行唐分公

司

0.019 -5.00% 0.019 -5.00%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赞皇分公

司

0.013 30.00% 0.013 30.00%

黑龙江

火电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9.670 -3.86% 27.692 -3.68%

火电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036 7.40% 5.476 8.22%

火电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 8.547 -5.66% 7.723 -5.82%

火电 大唐鸡西第二热电有限公司 13.472 -0.58% 12.523 -0.69%

火电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滨

第一热电厂

14.281 0.22% 11.516 -4.19%

水电、风电 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634 5.42% 1.609 4.48%

火电 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 14.313 8.68% 13.444 8.59%

合计 1216.393 -1.79% 1139.501 -2.48%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20-040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预计2020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69,324万元（人民币，下同）至186,529万元，同比增加97%到117%。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增加44,377万元到61,583万元，同比增加39%到5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半年度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83,298万元到100,503万元，同比增加97%到117%。

2、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4,377万

元到61,583万元，同比增加39%到55%。

3、本期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026万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2,949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81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受煤炭价格下降的影响，公司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受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计提减值损失的影响，本期非经营性损益同比大幅增加。

（三）其他影响

公司优化融资结构，本期权益性融资占比较大，致使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下降。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会计处理争议、 不确定的重大交易等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

*ST

天首 公告编码：临

2020-43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事

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2月21日和2020年3月9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引进

投资者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钼股份”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东投资” ）共同对其增资，并签订《增资协议》。 天池钼业本次增资扩股，金钼股份、亚东投资共

同以50,000万元认购天池钼业新增注册资本14258.9438万元，天池钼业注册资本将由32,500万元增加

至46,758.9438万元。 相关信息请见公司披露在指定媒体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公告》（临[2020-11]）、《内蒙古天

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补

充公告》（临[2020-14]）。

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增资方应支付全部增资款至天池钼业指定账户的条件，本公司陆续完成：

1、本公司召开了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签署重大资产购买相关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签订〈债务处置安排协议〉的议案》，就本公司下

属有限合伙企业吉林市天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吉林天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成矿业” ）持有的天池钼业75%股权和吉林天池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矿业” ）享

有的天池钼业3.42亿元债权事项的支付方式进行修订，同时对3.42亿元债权交割期进行了修订。 相关信

息请见公司披露在指定媒体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临[2020-2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签署重大资产购买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临[2020-27]）。

2、关联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天池钼业债权15.50万元、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对天池钼业债权1291.30万元、共青城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天池钼业债权110万元，关联

方就上述债权对天池钼业出具《关于同意关联方延期还款承诺书》，承诺自2019年6月30日至2022年4

月30日不向天池钼业催收上述借款，同时放弃自2019年6月30日起该款项孳生的所有利息。

3、经过多方沟通协调，天池钼业已经获得85.4001公顷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批复；

4、《增资协议》生效条件均已达成。

鉴于增资方已经认可上述全部增资条件，履行了《增资协议》，2020年5月12日，增资款全部到账，

2020年5月16日，天池钼业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有

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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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首发展 公告编码：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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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海股份” ）分别于2017年5月5日和

2019年3月29日在公司指定媒体刊登了《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临

[2017-38] 号） 和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19-11]号）。

近日，本公司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1民初667号），现根据

该判决书将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与本案有关的各方当事人

原告：吕连根 男、汉族、生于1959年，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被告：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久泰” ）

法定代表人：沈英民 公司董事长

被告：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慧伟业” ）

法定代表人：邱士杰，公司董事长

被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士杰，公司董事长

（二）有关纠纷的起因

原告方吕连根《起诉状》显示，2014年3月7日，吕连根与河北久泰、合慧伟业签订三方《借款协

议》，协议约定河北久泰委托吕连根代为借款1000-1300万元，期限2个月，利息为月息5%，自款项到达

吕连根账户之日计算；借款到期后由河北久泰将借款及利息一次性偿付吕连根；合慧伟业对该《借款协

议》本息承担连带责任。 2014年3月8日至4月2日吕连根借款1300万元到达账户并依约将该款项支付河

北久泰指定第三人。 借款期满后，因实际用款人合慧伟业未能还款，三方经协商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

《借款展期协议》，将上述借款展期一年，至2015年6月19日，同时，四海股份及马雅签署《担保函》，由

四海股份为该笔借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还款保证。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本金1300万元及利息1300万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

12月31日，后续利息另计），违约金130万元，以上合计2730万元。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预付的律师费、差旅费由三被告承担。

二、重审一审的判决

（一）2018年9月11日，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2017]冀01民初137号），

对本案一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连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8300元，鉴定费80700元，共计259000元由原告吕连根负担。 鉴定费80700元由被告

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2018年10月14日，吕连根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3月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2018]冀民终1225号），对本案二审裁

定如下：

1、撤消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初137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三）2019年11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2019]冀01民初667

号），对本案重审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河北久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吕连根借款本金109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

利率24%计算，自2014年3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驳回原告吕连根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8300元，由被告河北久泰负担149498元，原告吕连根负担28802元；鉴定费80700元，

由被告合慧伟业、天首发展共同负担；鉴定费80700元，由原告吕连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

三、本案的进展情况

上诉期内吕连根已提起上诉，目前，本案重审二审已由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20年7月15日开庭审理，本公司将根据判决结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案重审一审的判决，公司未承担上述借款偿还义务的连带担保责任。 但吕连根已提起上诉，

法院尚未开庭，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判定。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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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吉林市天首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林天首”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吉林天成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

天池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钼业” ）75%股权和吉林天池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天池钼业享有的

34,200万元债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天首将持有天池钼业75%股权并享有对天池钼业的34,200万

元的债权。 公司拟新设立的合伙企业吉林天首的GP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信腾龙” ），出资100万元，LP之一为本公司，出资4.99亿元；LP之二为北京日信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8亿元。

2017年4月17日、2017年6月26日及2017年7月13日， 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相关议案。 2017年9月13日、10月13日、11月13日、

12月13日和2018年1月3日、2月3日、3月3日、4月3日、5月3日、6月5日、7月5日、8月4日、9月4日、10月9

日、11月9日、12月8日及2019年1月9日、2月12日、3月9日、4月10日、5月10日、6月11日、7月9日、8月8

日、9月10日、10月9日、11月9日、12月10日、2020年1月10日、2月11日、3月10日、4月30日、5月30日公司

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实施阶段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8年4月26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18]007032号）和《关于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过渡期损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

告》（大华核字[2018]002813号）,经审计，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9日过渡

期内天池钼业亏损金额为2,549.20万元，其75%的亏损金额1,911.90万元由天成矿业承担，冲减剩余股

权款项（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指定媒体的《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

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临[2018-19]）。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

大资产重组》（深证上[2019]273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2017年12月29日，天池钼业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吉林天首持有天池钼业75%股权。

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终止与专业机

构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作投资的议案》（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刊登在2018年8月27日指定媒

体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44]））。

2018年9月10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凯信腾龙与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签署了退

伙协议，同意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从吉林天首退伙，吉林天首仍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凯信腾龙

担任普通合伙人（GP），公司担任有限合伙人（LP），无其他合伙人。

2019年4月3日，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施工、采购总

承包合同》，该合同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合同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详细内容请见《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

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临[2019-14]）和《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的补充公告》（临[2019-16]）。

2019年5月2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与兖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

司小城季德钼矿露天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就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小城季德钼矿日处理

25000吨钼矿石项目的矿岩采、剥运输，年开采矿石量约825万吨（并满足发包方扩产要求）的全过程实

行总承包。合同预估总价款为人民币912,620,800元（具体以合同约定条款，实际结算为准）（详细内容

请见《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临

[2019-34]）。

2020年2月21日和3月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2020年2月21日，

天池钼业与本公司合伙企业吉林市天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吉林六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金堆城钼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钼股份”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东投

资” ）共同签订了《增资协议》，该增资协议已经本次交易各方公司内部程序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0-10]）、《内蒙

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

的公告》（临[2020-11]）、《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补充公告》（临 [2020-11]）、《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0-16]））。

2020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了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重大资产购买相关

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签订〈债务处置安排协议〉的议案》，就上

述重大资产收购事项本公司与天成矿业、 天池矿业三方签署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本补充协议是对2017年4月13日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2017年6月22日签署的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部分条款的补充修订，就吉林天首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天成矿业

持有的天池钼业75%股权和天池矿业对天池钼业享有的3.42亿元债权事项的支付方式进行修订；同时，

本公司合伙企业吉林天首与天池钼业、天池矿业三方签订了《债务处置安排协议》，就上述收购协议中

34,200万元债权交割期进行了修订（详细内容请见《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0-2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署重大资产

购买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临[2020-27]）。

目前，交易各方仍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因增资方金钼股份、亚东投资对天池钼业

的增资款已到位，天池钼业的矿山基建工程施工正在大规模实质性开展。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有

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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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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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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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于2020年7月17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43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应监管要求对《关注函》中

所列问题向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并披露如下：

1、大族欧洲自2011年开始自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 项目，请补充披露截至出售日你公司累计实

际投入金额。

回复：

自2011年公司自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起至2020年5月3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香港大族” ）对欧洲研发运营中心累计投入资金14,369万瑞郎，其中以资本金形式投入

1,492万瑞郎，以往来借款形式投入12,877万瑞郎，合计折人民币约11.5亿元。 与2020年5月31日审定

净资产10.29亿元相差1.21亿元，系该项目2011年至今累计形成的账面亏损，主要为项目公司历年行政

管理开支，已反映在上市公司历年度财务报表，对公司2020年及未来经营业绩不会造成影响。

2、本次以大族传动2020年5月末经审计净资产账面价值10.29亿元为依据确定交易对价。请详细说

明欧洲研发运营中心主要资产情况及市场价值，并结合大族欧洲及大族传动最近三年又一期经营业绩

及净资产情况，说明大族传动100%股权作价是否公允。

回复：

截止2020年5月31日，大族欧洲公司资产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在建工程，无实际业务运营，地址：

Parkwag� 1，6390� Engelberg，距离苏黎世市机场1小时左右车程，土地面积8,500平方米，规划建筑

面积26,660平方米，计划于2020年年底竣工。 项目资产为在建工程，无市场价值可供参考。

大族欧洲及大族传动最近三年又一期经营业绩及净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族欧洲 大族欧洲 大族传动（合并） 大族传动（合并）

报表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5月31日

净资产 4,602.39 2,872.41 714.51 102,857.38

营业收入 393.04 656.95 431.92 236.17

净利润 -2,933.55 -1,879.64 -1,284.35 -1,376.28

注：2020年，经公司内部股权结构调整，大族欧洲成为大族传动并表子公司，对于大族传动来讲上

述股权结构调整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大族传动成立于2019年4月2日，故大族传动在合并大族

欧洲的报表的最早期间为2019年4月2日，为提供更多相关信息，故将大族欧洲2017年和2018年报表单

独列示如上。

大族传动成立于2019年4月2日，大族传动作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在国内的最终控股公司，无实际

业务运营，主要资产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在建工程。 大族传动（合并）2020年1-5月净利润-1,376.28

万元，主要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项目日常开支，2020年5月31日净资产为10.29亿元。

大族欧洲公司研发运营中心2011年至今累计形成账面亏损约人民币1.2亿元， 主要系项目公司历

年行政管理开支（已反映在上市公司历年度财务报表，对公司2020年及未来经营业绩不会造成影响）。

欧洲研发运营中心建设多年，因公司战略及产业环境的变化，项目已无法实现原有的定位和规划

用途。加之本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在欧美持续扩散，严重影响到公司欧洲研发运营中心的后续使用，项目

将变成一项低效资产，可能面临长期闲置的风险。后续竣工转为固定资产后，年度将新增折旧费用人民

币3000多万元，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综上，因大族传动无实际业务运营，主要资产为欧洲研发运营中心在建工程，无公开市场价格可参

考，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按照不给上市公司造成新增亏损的原则，最终确定以大族传动公司股权经审计

的净资产10.29亿元作为定价依据进行出售，可回收绝大部分历史投资成本，避免潜在的资产损失，收

回资金投入到公司日常经营将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益，有效保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对上市公司

有利，交易价格公允。

3、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结合控股股东财务状况

说明其履约能力，以及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公司前期通过市场调研并委托世界知名房地产服务公司对欧洲资产进行出售， 中介机构反馈，截

至目前尚无实质意向买家。公司与控股股东联系并协商，控股股东为尽快盘活上市公司低效资产，避免

未来对上市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愿意受让该项资产，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审定净资产价值作为

交易对价的依据，大族控股以现金作为支付对价，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截至2019年末，大族控股合并报表（不含大族激光）总资产343.46亿元，总负债261.22亿元，净资

产82.24亿元，大族控股拥有稳定的现金流，有足够的履约能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严格的违约责任

条款，对控股股东履约提供了进一步的约束和保障。本次交易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保障上

市公司利益。

4、你公司是否存在对拟出售子公司的担保和财务资助，如有，请说明股权出售后的解决措施。

回复：

截至2020年5月31日，大族传动全资子公司大族欧洲对大族香港欠款12,877万瑞郎，已于2020年

6月9日还清。 截至目前大族传动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和欠款，大族激光不存在其他为

大族传动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和财务资助的情况。

5、请你公司自查本次资产出售及前次内部股权调整是否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

回复：

经自查，公司前次内部股权调整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0年

3月29日披露了《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内部股权架构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7）。 该事项完成后，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披露了《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完成内部股权架构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0年7月17日披露了《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将于2020年8月3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综上，公司本次资产出售及前次内部股权调整已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3日

证券简称：

*ST

实达 证券代码：

600734

公告编号：第

2020-060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7月1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福

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858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本着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积极准备《问

询函》的回复工作。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事项较多，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并需相关中介机构

出具意见，故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协调组织相关各方

积极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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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798号）。中国证监会依

法对公司提交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要求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

2020－026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0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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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20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于2020年7月1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0年7月22日下午在长沙市公司总部

六楼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视频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持有人109人， 实到持有人和委托代理人

109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82份（每份人民币10万元），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 会

议由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卫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与会持有人经认真讨论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 份；弃权 0 份；反对 0 份。

鉴于原管理委员会委员龚小波先生因组织工作调动，已辞去公司工作，不再适合担任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议补选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志先生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20－040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函

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所持股份比

例

用途

广州市天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是 11,500,000

2020年7月20

日

办理完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

北京龙晟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27.47%

资金需

求

合计 -- 11,500,000 -- -- -- 27.47%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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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广州市

天誉控

股集团

有限公

司

41,864,466 22.65% 0 11,500,000 27.47% 6.22% 0 0 0 0

合计 41,864,466 22.65% 0 11,500,000 27.47% 6.22%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