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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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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2021年6月23日 《关于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498� 号）收

悉，按照问询函有关内容及要求，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对函询所涉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经核实，

现予正式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2.69亿元，其中预

付工程款、设备款、征地款及项目投资款1.15亿元，2018年、2019年相关科目余

额分别为1.13亿元和1.38亿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预付相关款项的明细情况，

包括收款方、金额、账龄、交易内容、是否为关联方等，并说明相关款项持续三

年未结算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项目或工程进展是否顺利，预付款项是否存在

减值迹象，预付款下是否构成利益输送或资金占用。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1.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征地款及项目投资款1.15亿元，明细如下表:

项目 收款方 金额(元) 账龄 交易内容

是 否

为 关

联方

预付工程款 西安沣河管理处 709,912.00 3年以上 预付沣河工程项目前期费用 否

预付工程款 徐州东大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1,556,536.10 1-2年 户县工业园项目工程进度款 否

预付工程款 西安西户天燃气有限公司 214,709.31 1-2年 户县工业园项目工程进度款 否

预付工程款 小计 2,481,157.41

预付设备款 西安甘霖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86,000.00 1年以内 预付废气设备款 否

预付设备款 西安富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64,560.00 1年以内 预付设备空压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西安均鹏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96,057.50 1年以内

预付设备格力RF28WPd/Bna、 铜管和暗

沟管道支架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昆山高鑫峰机械有限公司 83,700.00 1年以内

预付50匹风冷式冷水机、TD80-41G/2设

备款

否

预付设备款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500,000.00 1年以内

预付购塞鲁迪983凹印机、清废模切机和

烫金模切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北京大恒图像视觉有限公司 638,173.20 1年以内

预付检品机、在线检测系统、自动给纸头

款

否

预付设备款 北京思探得加湿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58,058.00 1年以内 预付高压微雾加湿系统加湿系统设备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海德堡印刷设备（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3,380,000.00 1年以内 预付九色胶印机设备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火炎家私店 1,037,958.60 1年以内 图书馆批量家具预付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施潘德包装印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

10,974,000.00 1年以内

预付包装印刷卷筒纸“圆+平” 双工位烫

金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海德堡印刷设备（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5,730,000.00 1年以内 预付九色胶印机设备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深圳市克伦特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00 1年以内

预付深圳市克伦特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CTP晒版机定金

否

预付设备款 中科天工（武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732,000.00 1年以内 预付裱盒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昆明宝德印刷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68,000.00 1年以内 预付设备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昆山蓝光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16,500.00 1年以内 预付UV照射机(丝网2#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深圳市邦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7,600.00 1年以内 预付UP变压器款 否

预付设备款 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4,000.00 1年以内 预付zl23机台款 否

预付设备款 北京正光巨华科贸有限公司 518,000.00 1年以内 预付三雹复合机成套配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深圳市元久科技有限公司 91,400.00 1年以内 预付空管棒改造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成都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00.00 1年以内 预付检测仪器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4,509,855.00 1年以内 预付复合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天津市易辉电气有限公司 462,000.00 1年以内 预付天津易辉加料机款 否

预付设备款 深圳市奥凯乐机械有限公司 48,020.00 1年以内

预付ADS-500碎纸机和ADS-300压纹机

款

否

预付设备款 小计 48,716,882.30

预付征地款 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4,600,000.00 2-3年 塱头村村企项目征地款 否

预付征地款 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00 1－2年 塱头村村企项目征地款 否

预付征地款 户县沣京工业园开发服务实业公司 21,185,472.00 3年以上 户县工业园项目预付土地款 否

预付征地款 户县沣京财政所 15,322,617.50 3年以上 户县工业园项目预付土地款 否

预付征地款 西安新宇不动产测绘有限公司 34,989.00 1年以内 户县工业园项目土地测绘费 否

预付征地款 陕西方乐文物保护有限公司 197,334.32 2-3年 户县工业园项目土地测绘费 否

预付征地款 西安博古文物勘探服务有限公司 268,868.00 2-3年 户县工业园项目土地测绘费 否

预付征地款 小计 43,609,280.82

预付投资项目保证

金

山西仁顺利昌经贸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2年 预付山西大任投资项目保证金 否

预付投资项目保证

金

小计 20,000,000.00

小计 114,807,320.53

2.相关款项持续三年未结算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相关项目或工程进展情

况，具体如下：

（1）预付工程款2,481,157.41元中账龄3年以上的709,912.00元，系子公

司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简称“明德学院” ）预付西安沣河管理处项目前期立

项、合作事宜等费用，该项目涉及的土地权属问题目前正与相关部门沟通中故

未结算。

（2）预付设备款48,716,882.30元，预付设备款账龄均在1年以内未结算，

采购设备目前已运输至公司正在验收过程中， 另有部分设备现已验收转固定

资产。

（3）预付土地款43,609,280.82元中，主要系三级子公司惠州金叶万源置

业有限公司预付博罗县黄金海岸公司塱头村开发项目征地款660万元、 账龄

2-3年，因当地政府政策变动导致项目暂停，故未结算；二级子公司西安金叶

利源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就户县（现西安市鄠邑区）工业园项目预付户县

沣京工业园开发服务实业公司征地款21,185,472.00元、账龄7年，户县沣京财

政所征地款15,322,617.50元、账龄3年。户县工业园项目受新园区执行环保新

政策（原燃煤改天然气供暖工程）影响，加之新冠疫情影响，致使工程中途暂

停施工，且上述征地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故未结算。 （户县工业园项目征

地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2014年5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六届董事局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11号）、《关于子公司购买生产经营

用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18号））

（4）预付投资项目保证金2000万元，系拟收购山西大任国际教育交流有

限公司（简称“山西大任” ）51%的股权保证金（原保证金金额1亿，后双方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且经友好协商，保证金变更为2000万）。 因受新冠疫情以及山

西大任所属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转设等诸多因素影响， 对尽职调查工作进

度造成了一定的延误。 截至目前，该项目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该投资项目

及保证金事项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2019年8月7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0号）、《关于拟收购山西

大任国际教育交流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39

号））

3.预付款项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综上所述，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工程、土

地、设备及合作项目保证款项1.15亿元系正常的经营活动所形成，交易对方均

为非关联的第三方，因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所涉及项目尚未最终完成，

造成相关预付款项账龄时间较长。 目前， 上述预付款项所涉及的项目进展正

常，不存在减值迹象，也不存在利益输送或资金占用现象。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关于对陕西金叶科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的核查说明》（永证函字（2021）第

710182号）。

二、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6.15亿元、长期借款余额

为2.0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为0.87亿元；但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

余额为2.42亿元，其中使用受限的款项为1.18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列示借款的明细情况，包括借款方、借款金额、期限、利率、

到期日等，并说明你公司截止目前是否存在逾期债务，偿债计划，是否具有充

足的偿债资金以及偿还债务是否对你公司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

回复：

（1）短期借款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短期借款余额614,788,664.89元，包括：①保证借

款379,700,000.00元；②抵押借款117,400,000.00元；③质押借款117,102,

516.31元，系本公司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因购销业务所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所取得的现金在个别现金流量表中反映为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在该内部商品购销活动所产生的的交易、债权与债务抵消后，在合并

层面已重新归类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列示， 故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原个别报

表“应付票据” 中反映的负债调整为“短期借款” ；④已到付息期尚未支付的

短期借款利息586,148.58元。 具体明细如下：

类别 借款人 借款金额（元） 借款期限 利率 到期日

是否逾

期

保证借款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00,000.00 2020年7月7日至2021年7月6日 5.0025% 2021年7月6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年6月19日至2021年6月18日 5.0025% 2021年6月18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20年8月12日至2021年8月11日 5.0025% 2021年8月11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9月29日 4.80% 2021年9月29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000,000.00 2020年5月7日至2021年5月6日 3.90% 2021年5月6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00 2020年12月9日至2021年6月19日 5.30% 2021年6月19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00 2020年12月22日至2021年12月21日 5.30% 2021年12月21日 否

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年8月12日起至2021年8月11日 5.0025% 2021年8月11日 否

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 5.0025% 2021年6月30日 否

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年4月10日起至2021年4月9日 6.00% 2021年4月9日 否

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20年3月26日至2021年3月26日 5.4375% 2021年3月26日 否

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20年7月16日至2021年7月16日 5.4375% 2021年7月16日 否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30,000,000.00 2020/4/15至2021年4月12日 国内信用证 2021年4月12日 否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30,000,000.00 2020/2/19至2021年2月18日 6.0900% 2021年2月18日 否

小计 379,700,000.00

抵押借款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150,000.00 2020年12月17日至2021年6月24日 5.00% 2021年6月24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500,000.00 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6月24日 5.00% 2021年6月24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6日 5.80% 2021年3月6日 否

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 11,000,000.00 2020年6月16日-2021年6月15日 6.5% 2021年6月15日 否

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 9,000,000.00 2020年11月09日-2021年5月10日 6.5% 2021年5月10日 否

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 27,850,000.00 2020年11月3日至2021年10月21日 4.62% 2021年10月21日 否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900,000.00 2020年9月28日-2021年6月24日 国内信用证 2021年6月24日 否

小计 117,400,000.00

质押借款 小计 117,102,516.31

系公司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因购销业务所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

所取得的现金在个别现金流量表中反映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在该内部商品购销活动所

产生的的交易、债权与债务抵消后，在合并层面已重新归类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列示，

故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原个别报表“应付票据”中反映的负债调整为“短期借款” 。

应付利息 小计 586,148.58 按照财会【2019】6号把已到付息期尚未支付的短期借款利息调整至短期借款-应付利息

合计 614,788,664.89

（2）长期借款

类别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到期日

是否

逾期

保证借款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年11月12日至2022年11月10日 5.664% 2022年11月10日 否

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500,000.00 2019年03月29日-2021年03月28日 5.70% 2021年3月28日 否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18,000,000.00 2019年4月3日-2022年4月2日 5.70% 2022年4月2日 否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38,701,406.62 2020年6月10日至2023年6月9日 6.59% 2023年6月9日 否

减：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43,519,635.71

小计 40,681,770.91

抵押借款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2,423,994.64 2018年6月1日-2021年5月31日 6.303% 2021年5月31日 否

减：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2,423,994.64

小计 -

质押借款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198,900,000.00 2018年9月20日-2024年9月20日 6.37% 2024年9月20日 否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6,728,458.85 2020年8月28日起至2022年8月27日 5.225% 2022年8月27日 否

减：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41,100,000.00

小计 164,528,458.85

合计 205,210,229.76

截至目前，公司对已到期银行借款均已如期偿还，不存在逾期情形。 公司

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财务困难，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流动性均正常。

2.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利息支出0.47亿元，较2019年度增长24%，占利润

总额的115%，2018年和2019年， 利息支出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0%和

66%。 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说明借款额及利息不断增加的原因及合理

性， 同你公司收入增长是否匹配以及你公司为降低债务提高盈利能力拟采取

的措施。

回复：

公司2018-2020年财务费用、利润明细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利息费用 25,320,097.36 38,458,438.54 46,573,939.93

减：利息收入 2,737,127.77 3,165,382.51 1,796,322.60

加：汇兑损益 11,124.33 -0.31 15,853.46

减：汇兑损益资本化 7,005.39 -

加：手续费及其他 778,231.49 2,076,454.26 2,926,961.38

其他 -42,307.52 - -

合计 23,330,017.89 37,362,504.59 47,720,432.17

财务费用增长金额 14,032,486.70 10,357,927.58

财务费用增长比 60.15% 27.72%

利息费用增长金额 13,138,341.18 8,115,501.39

利息费用增长比 51.89% 21.10%

利息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2.59% 4.21% 5.03%

利息费用占利润总额比率 52.00% 66.53% 112.43%

营业收入增长比 -6.45% 1.43%

营业利润 47,868,829.61 56,796,594.86 44,669,200.49

利润总额 48,696,543.04 57,802,891.58 41,423,100.37

净利润 23,673,644.13 33,205,861.53 24,154,826.40

营业收入 975,810,861.09 912,852,777.05 925,887,373.42

如上表所示， 公司2020年度利息费用4,657万元较上年增长811万元，增

幅21.10%。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明德学院因扩招新增加借款1.47亿元投入教学

管理、日常运营等方面，导致利息费用及相关借款手续费用增加。 根据公司五

年期（2019年-2023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即力争通过五年时间，在确保各

产业板块协调大发展的同时，教育产业收入占比超过50%。 根据国家连续出台

的相关政策，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民办职业教育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我

们认为公司因此增加借款和利息费用具有一定合理性。

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9.26亿元较上年增幅1.43%，利息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例为5.03%较上年增幅0.82%，而利息费用较上年增幅21.10%，根据以上（二）

1分析所述，公司借款利息增长与与收入增长的匹配性较小。针对该等情况，公

司一直在努力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资产盈利能力。 一是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引

领公司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开拓市场，进而提高盈利水平；二是加大研

发支出，不断开发新产品；三是重视客户管理、提升客户盈利能力；四是扩大营

销渠道，树立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五是实行精细化管理，进行成本控制，

降低成本支出。 具体措施，如针对金叶莘源公司保持现有校园规模，对业务进

行深耕细作，同时调整与运营商之间的合作模式，实现高校、运营商和公司三

方共赢；对烟配板块公司主要着力于保持收入稳定增长，同时结合我国烟标印

刷市场将向集约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以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香烟消

费档次逐步提升，中高档香烟的消费比例将逐年提高，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力

度提高品牌质量逐步扩大市场占用份额提高行业市场规模。 对教育板块，通过

持续扩招，生源增加，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之，公司将积极作为，多措

并举，力促公司盈利能力稳步提高，确保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持续改善。

3. 根据年报， 报告期末你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金额合计

10.18亿元，请你公司说明资产受限的原因、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

重大不利影响， 截止目前相关资产的情况， 以及你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

施。

回复：报告期末，公司受限资产相关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受限原因 截至回复日情况

货币资金 117,627,839.36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81,918,045.09元；因法律纠纷被冻结款项13,

692,182.69元； 按揭贷款保证金存款1,851,409.89元； 合作项目保证金

20,165,201.69元，其他保证金1000.00元。

因法律纠纷等原因新增受

限资金约600万，截至目前

受限1.23亿

固定资产 164,099,060.48

账面价值6,633,594.70元的房屋抵押给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阳支

行，用于取得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阳支行3,750万元综合授信；

账面价值35,245,145.68元的固定资产采取售后回租形式出售给陕

西金路恒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入的一年期融资租赁款3000万元；

账面价值17,367,206.43元的机器设备采取售后回租形式出售给长

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由学院向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借入的

借款期限为三年期长期借款3,150万元；

账面价值48,122,665.66元的房产抵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用于取得9,000万元综合授信；

账面价值34,306,316.61元的机器设备和22,424,131.40元的房产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新螺蛳湾支行借入2785万一年期的短期借

款。

长江联合金租已于2021年6

月1日到期偿还，其余资产

还在抵押中

无形资产 23,586,722.01

账面价值9,078,529.09元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用于取得9,000万元综合授信；

账面价值14,508,192.92元的土地使用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新螺蛳湾支行借入2785万一年期的短期借款。

抵押中

长期股权投资 702,000,000.00

母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账面价值702,000,000.00元用于取得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8,000万元3年期长期借款质押。 借款本息已与

2020年12月18日归还，解押手续尚未办理。

2021年3月19办理了股权出

质注销；6月25日质押昆明

瑞丰50%股权为昆明瑞丰

与兴业金租的7000万融资

租赁提供担保

投资性房地产 10,889,599.00

账面价值10,889,599.00元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湖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当阳支行， 用于取得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阳支行3,750万元

综合授信。

抵押中

合计 1,018,203,220.85 --

如上表所示， 公司报告期末使用受限资产系公司进行票据融资和银行借

款融资提供抵押质押形成，该等资产除了处置权受限外，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能够正常使用该等资产，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目前该等

资产使用状况良好，尚处于抵押状态之中，但不影响公司的正常使用。 后续公

司将积极开拓烟配市场，不断提高教育板块业务管理水平，提高公司整体盈利

水平，及时偿还银行借款，解除对上述资产的抵押。

4. 核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债务及资产受限的情

况。

回复：

经核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债务及资产

受限的情况。

5.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关于对陕西金叶科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核查说明》（永证函字 （2021）第

710182号）。

三、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1.99亿元，较期

初增加1.82亿元，主要为西部信托公允价值增加所致，你公司在年报中称评估

公允价值中西部信托2020年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请你公司截止目前相关数

据是否经过审计，是否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并结合2020年度西部信托的主要

财务数据和经营业绩说明评估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目前，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简称“西部信托” ）2020年年度报告已经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其公司官网上已公告。 评

估基准日西部信托2020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681,383.23万元、负

债总计116,412.54元、净资产564,970.69万元。 经审计资产总计6,813,832,

296.55元、负债总计1,164,125,434.04元、净资产为5,649,706,862.51元。 西

部信托经审计净资产与未经审计净资产一致，故对评估结果不产生影响。

评估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对西部信托投资时间较早，初始投资

成本1500万元。 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前，账面列示的仅为其初始投资成本，并未

根据被投资单位实际状况进行调整。 截至目前，西部信托经营状况良好，市净

率较高，本次采用市场法评估后结果为19,747.76万元，较账面价值有一定增

值。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关于对陕西金叶科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核查说明》（永证函字 （2021）第

710182号）。

四、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2.93亿元，其中发出商品余额

为0.58亿元， 占存货总额的20%， 开发产品余额为1.05亿元， 占存货总额的

36%，你公司对发出商品及开发产品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请说明发出商品及

开发产品的具体构成及金额， 并说明对此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

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发出商品及开发产品的具体构成及金额

报告期末， 公司发出商品系客户已签收但尚未验收的各品牌香烟所对应

的烟标产品，金额合计0.58亿元；公司开发产品系公司所开发的金叶新城房地

产项目对应的公寓、商铺和车位，金额合计1.05亿元，其中公寓金额0.33亿元，

商铺金额0.35亿元，车位金额0.37亿元。

2.发出商品及开发产品存货跌价准备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对发出商品进行了存货跌价测试，未发

现发出商品存在跌价迹象。 公司烟标产品整体毛利率30%左右，销售费用率也

处于较低水平，且公司烟标产品质量较好，历史上很少发生发出商品因不合格

而退货现象，故公司对发出商品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有合理性。

公司开发的金叶新城项目，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朱宏路2号，地理位置较好，

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报告期末，公司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金叶新城项目公寓、商铺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公寓、商铺经评估后的市场

价值合计分别为0.94亿元和1.28亿元（卓信大华评报字[2021]第8608号），远

高于目前的账面价值。 公司根据以往销售数据和目前市场价格测算，金叶新城

项目的车位市场价值合计0.93亿元，远高于目前的账面价值。 报告期末公司开

发产品的评估（市场）价值均远高于账面价值，不存在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具有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关于对陕西金叶科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核查说明》（永证函字 （2021）第

710182号）。

五、根据你公司此前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截至2021

年5月29日， 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已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

80.6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被质押的具体

明细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被动平仓的风险，是否影响你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以

及上述股东为解决所持股份被质押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截至本回复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1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

19,270,000 18.02 2.51 2020年6月17日 2023年5月21日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城

大街支行

2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

19,270,000 18.02 2.51 2020年6月22日 2023年5月21日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城

大街支行

3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

31,460,000 29.43 4.09 2020年6月22日 2023年5月21日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城

大街支行

4

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

公司

36,899,998 45.10% 4.80 2018年7月17日 2021年7月6日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

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

公司

15,000,000 18.33 1.95 2020年6月8日

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止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城

大街支行

6

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

公司

29,900,000 36.55 3.89 2021年5月26日 2022年5月31日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7 袁伍妹 10,120,000 63.99 1.32 2021年3月16日 2021年9月10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8 袁伍妹 3,000,000 18.97 0.39 2019年7月11日

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止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164,919,998 80.63 9.11 - -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当前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动平仓风险， 不会

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书面函询，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表示，会高度重视质押风险情况，将进一步优化资产

结构，持续提升资产使用效率，改善融资结构，切实提高资产流动性，保障偿债

能力，以应对可能存在的质押风险。

六、备查文件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关于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核查说明》（永证函字 （2021）第

710182号）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08�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21-03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7月16日以书

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1年7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7名，

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的议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决策委员会 林俊波 薛安克 蔡家楣

提名委员会 薛安克 徐晓东 赵伟卿

审计委员会 徐晓东 薛安克 黄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蔡家楣 徐晓东 虞迪锋

以上人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俊波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赵伟卿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赵伟卿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虞迪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潘孝娜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聘任虞迪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以上人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七、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高莉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八、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签署融资协议并提供担保增信措施的议

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提高经营效率,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公司融资相关的协议，结合

融资协议的要求，公司可以提供土地、股权、办公楼、应收款等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增信措施。 授权期限

为融资相关的协议签署日在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日之前。

上述担保增信措施系公司为自身融资所做的担保，不属于对外担保，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伟卿，男，195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98年起历任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沈阳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副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总裁。

潘孝娜，女，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8年起历任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

财务部副经理，宁波嘉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经理，本

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虞迪锋，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博士。 2001年起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办公室副主

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副行长，本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

会秘书。

高莉，女，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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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7月16日以书

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1年7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的监事3名，

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选举金雪军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一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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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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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38,3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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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俊波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叶正猛先生、陈淑翠女士、薛安克先生、蔡家楣先生、徐晓东先

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金雪军先生、汤云霞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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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选举林俊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4,931,031,467 99.85 是

1.02 选举赵伟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4,937,658,333 99.99 是

1.03 选举黄芳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4,931,186,564 99.86 是

1.04 选举虞迪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4,932,780,164 99.89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 否

当选

2.01 选举薛安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37,801,388 99.99 是

2.02 选举蔡家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37,801,388 99.99 是

2.03 选举徐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35,460,490 99.94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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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选举金雪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4,933,647,375 99.91 是

3.02 选举黄立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4,937,961,737 99.99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林俊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21,827,611 75.02 / / / /

1.02 选举赵伟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28,454,477 97.79 / / / /

1.03 选举黄芳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21,982,708 75.55 / / / /

1.04 选举虞迪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23,576,308 81.03 / / / /

2.01 选举薛安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597,532 98.28 / / / /

2.02 选举蔡家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597,532 98.28 / / / /

2.03 选举徐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256,634 90.24 / / / /

3.01 选举金雪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24,443,519 84.01 / / / /

3.02 选举黄立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28,757,881 98.84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伟民、章佳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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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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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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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南瑞”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印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

SCP345号），接受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25亿元，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分期发行，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和2020年4月27日、28日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分别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10亿元）和2020年度第一、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各5亿

元），并分别于2019年12月23日和2020年12月4日、15日完成兑付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9日、

5月29日、9月26日、10月26日、12月24日和2020年4月30日、12月5日、12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

2021年7月15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5亿元，相关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21国电南瑞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012102588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 180�天 还本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期 2021�年7月16日 兑付日期

2022�年1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

工作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2.59%

上述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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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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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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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128,532,032.90 4,487,836,545.03 58.84

营业利润 1,147,237,554.92 879,702,177.12 30.41

利润总额 1,175,666,313.75 876,283,570.91 3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961,148.33 654,594,668.52 3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6,351,127.87 637,563,521.06 32.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4.33 减少了0.08个百分点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0,554,523,389.71 91,090,425,248.57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029,712,259.48 19,349,183,024.81 19.02

股 本 3,878,168,795.00 3,614,044,514.00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5.94 5.35 11.0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向好，资本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股票基金交易量同

比有所增加，主要证券指数与年初相比出现小幅上涨。 公司明确了“十四五”战略规划，以战略的确定性

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优化资本运营，坚持特色化发展，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并进一步加强费用管控。 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1.29亿元，同比增长58.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1亿元，同比

增长34.58%，其中投资银行业务、信用业务、经纪业务收入同比增幅较大。

2021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21.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

19.0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末增长11.03%。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1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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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可

能与公司2021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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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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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关于泰达宏利印度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7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印度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印度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0061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达宏利印度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泰达宏利印度机

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7月2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7月2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7月2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按照《泰达宏利印度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泰达宏利印

度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泰达宏利印度机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印度交

易市场的正常交易日。 鉴于2021年7月21日为印度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本基金管

理人决定于2021年7月21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注:本基金暂不开通转换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将于2021年7月22日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做另

行公告。

2、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

变更及其他特殊情况，或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基

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另行公告。

3、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

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698-8888或010-66555662）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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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21年度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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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为保证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0武商MTN001；债券代

码：102001420）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信息

1.发行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20武商MTN001

4.债券代码：102001420

5.发行总额：人民币玖亿肆仟万元（RMB940,000,000元）

6.起息日：2020年7月27日

7.到期兑付日：2023年7月27日

8.发行期限：3年

9.本计息期债券利率：3.88%

10.付息日：2021年7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

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

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和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莹

联系电话：027-85714846转87109

传真：027-85714049

2.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国良

联系电话：010-67595447

传真：010-66275840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23198888

传真：021-63326661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