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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证券简称：*ST东科 公告编号：2021-006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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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1年01月20日以电邮方式发

出。2021年01月21日上午9:30以通讯会议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议案》

此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徐国忠先生、周贵祥先生、徐国飞先生、姚兆年先生、沈见龙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2021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或合

同。

详见公司2021-008《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公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确定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具体详见公司2021-009《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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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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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1年01月20日以电邮方式发出。 2021年01月21日

上午10:3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议案》。

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未有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0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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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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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度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及其控制下的关联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预计全年发生关联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总额约为30.00亿元人

民币，关联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总额约为3.80亿元人民币。

本交易属于关联交易，经公司2021年01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徐国忠、周贵祥、徐国飞、

姚兆年、沈见龙回避表决，其余三名独立董事对次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该交易。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160,000 0 34,815.53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采购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125,000 0 70,167.47

中电九天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参照市场价格 12,500千美元 0 220.85

合肥彩虹蓝光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5,000千美元 0 288.71

深圳市京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1,800 0 1,259.4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子公司

采购商品及

接受劳务

参照市场价格 1,800 0 272.34

小计

采购商品及

接受劳务

300,000 0 107,024.31

销售商

品 /提供劳

务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34,000 0 17,595.11

深圳市京华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2,000 0 1,489.65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参照市场价格 500 0 138.1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子公司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参照市场价格 1,500 0 131.51

小计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38,000 0 19,354.45

注：1、表中涉及美元金额以2021年1月1日美元汇率中央折算价6.5249为基准折算成人民币金额。

2、公司预计的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0.5%且在300万元以内的关联交易，以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口径合并列示。

3、上年发生金额是重组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尚未经审计。

4、表中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2、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101,468.81 173,080.00 94.54 -41.37

2020年2月28日、4月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2020-013《2020年度日

常关联预计和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

况》及2020-033《关于

2020年度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公告》。

其中：1、 南京熊猫电子

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61,690.70 99,000.00 57.48 -37.69

2020年2月28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2020-013

《2020年度日常关联预

计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完成情况》。

2、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23,649.46 38,260.00 22.03 -38.19

3、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7,127.45 24,500.00 6.64 -70.91

4、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882.08 2,800.00 0.82 -68.5

2020年4月30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2020-033

《关于2020年度新增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

告》。

5、其他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8,119.13 8,520.00 7.56 -4.71

2020年2月28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2020-013

《2020年度日常关联预

计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完成情况》。

南京彩虹新能源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870.06 1,000.00 0.81 -12.99

北京中电凯尔设施管理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7.84 0 0.05 100

南京神彩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1,170.35 1,600.00 1.09 -26.85

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99 0 0 100

中电基础产品装备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6.85 100 0.01 -93.15

广东亿安仓供应链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3,405.83 6,000.00 3.17 -43.24

冠捷显示科技 （武汉）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313.36 636 0.29 -50.73

冠捷显示科技 （北海）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24.98 0 0.02 100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7.38 0 0.01 100

冠捷显示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4.91 0 0 100

其他

采购商品及接受

劳务

1,170.35 1,600.00 1.09 -26.85

小计 107,331.36 182,416.00 100 -41.16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99,480.53 103,836.00 39.61 95.81

2020年2月28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2020-013

《2020年度日常关联预

计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完成情况》。

其中：1、 南京中电熊猫

家电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198.23 5,500.00 1.27 -41.85

2、Panda� LCD�

Technology� (Hong�

Kong)�CO.,Limited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92,457.43 88,000.00 36.81 5.07

3、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1,202.21 7,000.00 0.48 -82.83

4、其他 2,622.66 3,336.00 1.04 -21.38

冠捷显示科技 （武汉）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40,247.32 88,000.00 16.02 -54.26

嘉捷科技（福清）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231.12 0 0.09 100

冠捷显示科技 （厦门）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1,320.42 5,200.00 0.53 -74.61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3,982.69 17,000.00 1.59 -76.57

Top� Victory�

Investments�Limited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88,699.50 50,000.00 35.32 77.4

(TPV� Technology) �

Top� Victory�

Electronics (Taiwan) �

Co.,�Ltd.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3.52 0 0 100

冠捷显示科技 （北海）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7,059.90 5,200.00 2.81 35.77

冠捷显示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3,280.41 8,800.00 1.31 -62.72

2020年4月30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2020-033

《关于2020年度新增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

告》。

Envision�Industria�de�

ProdutosEletronicos�

LTDA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0.03 1,700.00 0 -100

2020年2月28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2020-013

《2020年度日常关联预

计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完成情况》。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6,332.57 14,500.00 2.52 -56.33

中国电子器材国际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0 500 0 -100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0.32 0 0 100

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503.35 800 0.2 -37.08

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12.21 0 0 100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0.33 0 0 10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

1.93 0 0 100

小计 251,156.15 295,536.00 100 -15.02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 调整了材料供

应商，加大了非关联方采购；2、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之间业务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差异较大，经核查，公司董

事会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行为， 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注：1、2020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重组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尚未经审计，实际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以年报审计为准。

2、公司预计的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0.5%且在300万元以内的关联交易，以其他列示。

3、表中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

关联关

系

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1,848,225.20 万 人

民币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东路66

号甲 1号楼 19

层

芮晓武

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

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

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

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

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

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

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

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

销售。

实 际 控

制人

南京中电熊猫

液晶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723,200万人民币

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仙林大

道601号

徐国忠

房地产开发；TFT-LCD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

机、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

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咨询、代理；物业管理；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深圳中电国际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56,992.5073万人民

币

深圳市前海深

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 1号 A栋

201室

周继国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

导体、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讯

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信息技术的开发；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

销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

目）； 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及咨询业务 （不含限制项

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

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合肥彩虹蓝光

科技有限公司

193,600万人民币

安徽省合肥市

新站区工业园

内

叶双喜

信息光电子材料、微电子材料、元器件及相关产品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照明工程施工；信息光电子相关其他功能材料、器件、组

件及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生产、销售； 厂房、机械

设备、土地租赁；仓储（除危险品）服务。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中国长城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92,818.205万人民

币

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科技园

长城计算机大

厦

宋黎定

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高新电子业务，涉及军事通信、

卫星与定位导航、海洋信息安全产业及军用自主可控计

算机及网络等领域。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深圳市京华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

2,000万人民币

深圳市福田区

华强北街道福

强社区振中路

168号京华4栋

608

潘光宇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通讯产品、电脑软硬件、IT�数码产

品的技术开发、销售;电子元器件的购销（以上经营范围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手机的研发与

销售；玩具的设计、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

易；日用百货、五金产品、美容产品、美容仪器的销售；一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销售;�经营电子商务；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 。 笔记本电脑、 便携式显示器、 蓝牙耳

机、蓝牙音箱、智能音箱、智能穿戴设备、便携式数字电

视、收音机、皂液器、便携式打印机、电子相框、消毒设

备、ANC�头戴式 耳机、滑板车、感应垃圾桶，汽车、电动

车用品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的研发及销售、电子产

品互联网销售、汽车安全预警防御产品、汽车装饰用品、

汽车养护用品、汽车配件、汽车护理剂、汽车饰品研发及

销售。 平板电脑、音视频执法记录仪及数据采集站系统、

音视频记录仪、虚拟现实设备（VR）、微型投影仪、智能

机器人产品的研发及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中电九天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5,000万元人民币

成都市双流区

东升街道成都

芯谷产业园区

集中区

邢明海

计算机软硬件及技术的研发、推广、技术转让与技术服

务；研发、生产、销售、维修：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及其

配件、机电设备；信息系统集成；商品的批发与零售；从

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 房屋租

赁；企业管理服务。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以下数据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收入 净利润 数据时间截点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

科技有限公司

957,361.31 -35,398.71 291,625.68 -205,016.88 2020.12.31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220,339.78 205,067.95 2,685,553.11 16,629.33 2020.12.31

合肥彩虹蓝光科技有限

公司

123,340.14 -60,794.56 8,479.57 -58,887.11 2020.12.31

深圳市京华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4,133.97 10,473.25 48,133.12 1,834.12 2020.12.31

中电九天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38,275.05 11,684.35 14,793.14 126.93 2020.12.31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649,657.90 786,661.40 353,091.63 13,754.04 2020.09.30

深圳市京华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1,867.28 1,511.92 8,259.46 171.18 2020.12.3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35,404,031.98 10,426,536.25 16,897,679.11 -247711.18 2020.09.3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期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制定，无高于或低于正常价格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1年度公司以签署协议、合同或订单形式进行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能为公司提供持续、稳定

的原材料；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公司可利用其销售平台，扩大销售渠道；双方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属正常生产经营性交易，可以

降低关联双方的运营成本，该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影响，公司主业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此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情况，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未有损害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次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

3.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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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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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02月0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02月08日（周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1年02月08日（周一）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02月01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02月0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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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南京市栖霞区天佑路77号华东科技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名称：

1．《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议案》；

2.《关于公司补选董事的议案》。

（三）以上提案已分别经公司于2021年01月18日和2021年01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01月19日、2021年0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2021-005《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21-008《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

况的公告》。

（四）特别强调事项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提案：在审议提案1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2、影响中小股东利益提案：在审议提案1-2时，因本议案影响中小股东利益，将单独披露中小股东对该提案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补选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登记时间和登记地点: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2021年02月05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4:30前到本公司证券部

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2021年02月05日前（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的时间为准。

2.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

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可详见附件1。

六、其他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联系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天佑路77号华东科技证券部。

邮政编码：210033

联系电话：025-66852686/66852685,025-89617777-5209

传真号码：025-66852680

电子邮箱：wyz@huadongtech.com

七、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1月2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727。

投票简称为：华电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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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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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0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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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0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02月08日（现场股

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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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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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

限行使股东权力：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完成情况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补选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2021年 月 日

注：法人单位委托需要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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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解除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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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1、2014年1月20日，为避免同业竞争，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显示” ）及其股东方签署了《关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之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熊猫

液晶显示委托管理协议》” ），对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进行管理，并负责该公司全部经营管理事项，托管期限为：自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至托管方将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于公司或其他非关联第三方。 托管费用为300

万元/年。

2、因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事项已实施完毕，将定位为专注于智能显示领域的智能制造企业，公司与熊猫液晶显

示之间已不再构成同业竞争。 公司已与熊猫液晶显示及其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签署了《关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之解除委托管理协议》。

3、公司已分别于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1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同业竞争承诺并同意解除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具体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3日、2020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073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

2020-083《二○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戊方：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己方：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二）解除托管

1、各方同意解除对托管标的公司的托管，受托方不再对托管标的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事项进行管理。

2、委托方根据托管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推荐高级管理人员，新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托管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承担

相应的日常经营管理义务。

（三）费用

各方确认，有关托管的费用已经全部结清，就托管事项，各方互不负给付义务。

（四）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本协议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不再收取托管费用，对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关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之解除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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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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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1月21日10点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立刚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8日以书面、传真加电话确认等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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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一、《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会议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最高不超过4000万元进行风险投资， 上述额度包括将

证券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循环使用，任一时点风险投资的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青岛汉缆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的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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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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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1月21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21年1月18日以书面、传真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张大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事项，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

策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青岛汉缆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的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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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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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

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合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资

金管理能力，增加公司收益。

2.投资额度：最高不超过4000万元。 上述额度包括将证券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循环使用，任

一时点的投资金额不超过4000万元。

3.投资期限：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确定投资期限。 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5.资金投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第6.1.2节中列示的投资品种，即：本节所述证券投资，包括新股配售

或者申购、证券回购、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债券投资、委托理财以及本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 本节所述衍生品，是指远期、期货、掉期

（互换）和期权等产品或者混合上述产品特征的金融工具。

6.决策程序：此项议案已经董事会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的内控制度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进行风险投资，公司已制定风

险投资管理制度，规范公司风险投资行为，防范投资风险。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金融监管政策调整的风险、收益回报率不可预期风险、流动

性风险、项目本身的风险、操作风险等，可能影响投资收益、本金的收回以及公司的业绩。

2.风险控制措施

（1）在风险投资项目实施前，由公司投资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对拟

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所在行业的成长性、相关政策法规是否对该项目已有或有潜在的限制、公司能否获取与项目成功要素相应

的关键能力、公司是否能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对拟投资项目进行经济效益可行性分析、项目竞争情况、项目是否与公司长期战略相吻

合等方面进行评估。

（2）公司在必要时可聘请外部机构和专家对投资项目进行咨询和论证。

（3）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风险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

所有风险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风险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在风险投资项目有实质性进展或实施过程发生重大变化时，相关

责任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原则上在知悉情况后的一个工作日内）报告。

（5）采取适当的分散投资决策、控制投资规模等手段来控制投资风险。

（6）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在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配置投资产品期限。

（7）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风险投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将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及日常经营运作。 通过合

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资金管理能力，增加收益，优化资产结构，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效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五、相关承诺

1.公司不在以下期间进行风险投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

二个月内；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2.公司承诺在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

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本次风

险投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决策程序和决策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和下属控股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

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事项。

七、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事项， 认为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

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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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1月21日下午2:30在公司多功能厅

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9:15-15:00任意

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肖茂昌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9,282,4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31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9,480,3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175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802,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9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以下同）共计22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1,415,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议案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为：268,606,2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9%；652,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3%；23,8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738,9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48%；652,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89%；23,800股弃权。

2、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为：268,608,8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9%；673,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1%；1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741,5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9%；673,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9%；100股弃权。

3、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268,098,5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4%；1,130,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8%；53,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231,2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74%；1,130,4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986%；53,500股弃权。

4、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为：268,568,6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9%；680,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33,6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701,3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 680,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30%；33,600股弃权。

5、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为：268,608,3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7%；627,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0%；46,8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741,0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89%； 627,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01%；46,800股弃权。

6、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为：267,920,39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42%；1,328,53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4%；33,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053,15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509%；1,328,53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39%；33,500股弃权。

7、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268,568,9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638,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9%；75,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701,6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23%；638,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9%；75,500股弃权。

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授权

表决结果为：268,587,6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0%；613,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81,3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50,720,3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86%；613,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32%；81,300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颜飞律师、张潆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986� � � � � � � � �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1-010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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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1日完成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的股份登记工作， 本次新增股份790,

159股，公司总股本由470,780,652股变更为471,570,811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70,780,652元

变更为471,570,811元；公司于2020年11月11日完成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新增股份55,860股，公司总股本由471,570,

811股变更为471,626,671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71,570,811元变更为471,626,671元。

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1年1月14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工商变更登记内容为：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元47078.0652万元” 变更为“人民币元47162.6671万元” 。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47162.6671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04月06日

营业期限：2005年04月06日至长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A座12层01-15室

经营范围：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电信设备、手持移动终端的研发；委托加工

生产、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17� � � � � �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1-004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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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6,490.65 172,732.91 36.91

营业利润 42,153.31 33,371.92 26.31

利润总额 44,654.83 34,642.61 2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17.64 29,697.17 2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561.25 26,017.45 2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61 0.5074 2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8% 18.98% -0.7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29,245.23 214,231.34 10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4,949.13 184,191.64 103.56

股 本 63,044.44 41,315.50 5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95 4.46 33.41

注：1.�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以“用美味创造美好生活” 为使命，统筹推进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36,

490.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91%；实现营业利润42,153.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1%；净利润38,317.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9.03%。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总资产429,245.23万元，比年初增长100.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74,949.13万元，较年初增长103.5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95元/股，较年初增长33.41%，均系2020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三、 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 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 � �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1-003】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路漫漫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公司实际控制人路漫漫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

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0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32%。 2020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

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收到路漫漫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获悉其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期减持计划期限届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路漫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99,645股（占公司总股本1.20%）。本次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路漫漫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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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路漫漫

合计持有股份 7,599,645 1.20% 7,599,645 1.20%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99,645 1.20% 7,599,645 1.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本次减持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事项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四、备查文件

路漫漫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879� � � � � � � �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8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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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0年11月30日，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悦科技” 或“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傅文昌先生、付水法先生、付文英女士和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陈志山先生与江苏华英企业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英” ）签订了《关于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转让协议” ），将其分别持有的14,700,000股、20,580,000股、3,135,000股、9,400,000股无限售

流通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江苏华英。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永悦科技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控股股东）》、《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陈志山）》以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江苏华

英）》。

二、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收到转让双方的通知， 双方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1年1月20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傅文昌先生、付文英女士、付水法先生、陈志山先生及江苏华英持有公司股份的

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有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有比例(%)

傅文昌 58,800,000 21.0459 44,100,000 15.7845

付文英 20,580,000 7.3661 0 0

付水法 12,544,000 4.4898 9,409,000 3.3677

付秀珍 10,976,000 3.9286 10,976,000 3.9286

陈志山 37,617,860 13.4643 28,217,860 10.0999

江苏华英 - - 47,815,000 17.1141

其他股东 138,870,940 49.7053 138,870,940 49.7053

合计 279,388,800 100 279,388,800 100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原永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傅文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愿意不可撤销地放弃

其所持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受让方江苏华英持有公司47,81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1141%。因

此，江苏华英成为永悦科技的控股股东，陈翔先生成为永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 � � � � � �证券简称：*ST奋达 公告编号：2021-002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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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肖奋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被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肖奋 是 65,470,000 9.12% 3.59% 2020-1-17 2021-1-21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

肖奋 是 10,000,000 1.39% 0.55% 2016-10-25 2021-1-2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肖奋 是

65,

470,

000

9.12% 3.59% 否 否

2021-1

-15

2022-

1-1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资金

周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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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积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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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奋

718,

245,372

39.36%

567,189,

088

78.97% 31.08% 0 0% 0 0%

刘方觉

16,696,

478

0.92%

9,500,

000

56.90% 0.52% 0 0% 0 0%

肖韵

33,964,

253

1.86%

33,720,

000

99.28% 1.85% 0 0% 0 0%

肖晓

38,953,

377

2.13%

38,930,

000

99.94% 2.13% 0 0% 0 0%

肖勇

56,772,

646

3.11%

41,302,

646

72.75% 2.26% 0 0% 0 0%

肖文英

38,645,

402

2.12%

38,071,

323

98.51% 2.09% 0 0% 0 0%

肖武

9,092,

525

0.5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912,

370,053

50.00%

728,713,

057

79.87% 39.9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肖奋先生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未来半年内 283,190,411 31.04% 15.52% 45,700

未来一年内 650,093,057 71.25% 35.63% 134,200

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获取的资金。 质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

取延期质押、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质押借款等方式，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有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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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质押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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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晓东先生函告，获悉蔡晓东先生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蔡晓东

蔡晓东先生

为公司控股

股东蔡东青

先生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

第二大股东

8,700,

000

7.95% 0.64% 否 否

2021年1

月20日

2021年7

月19日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注：蔡晓东先生本次质押的8,700,000股为高管锁定股。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蔡

东

青

561,696,985 41.39% 116,340,219 116,340,219 20.71% 8.57% 70,577,365 60.66% 350,695,374 78.74%

蔡

晓

东

109,481,442 8.07% 53,519,900 62,219,900 56.83% 4.58% 62,219,900 100.00% 19,891,181 42.09%

李

丽

卿

21,326,715 1.57%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

计

692,505,142 51.03% 169,860,119 178,560,119 25.78% 13.16% 132,797,265 74.37% 370,586,555 72.11%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25.78%，未达到50%。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蔡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晓东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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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