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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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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3月5日（周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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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3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J2栋A座17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郭曙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428,767,84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2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85,058,63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8298%。

3、网络投票情况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43,709,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996%。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7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7,541,05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90%。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股东。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议案1至20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1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 %；1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以逐项表决的形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3.01本次交易概述

表决结果为：422,479,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32%；6,279,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45%；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52,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61%；

6,279,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28%；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2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表决结果为：422,440,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317,9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5%；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4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8%；

6,317,9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1%；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3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0%；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4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为：422,4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317,9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5%；1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1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5%；

6,317,9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1%；1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5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为：422,4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317,9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5%；1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1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5%；

6,317,9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1%；1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6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422,4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1%；6,318,2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1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5%；

6,318,2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7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结果为：422,440,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317,9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5%；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4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8%；

6,317,9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1%；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8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为：422,4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250,2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577%；77,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1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5%；

6,250,2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98%；77,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9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表决结果为：422,4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285,8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60%；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1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5%；

6,285,8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05%；42,1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10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及分红安排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11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为：422,4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1%；6,318,2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1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5%；

6,318,2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12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13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四十三条规定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1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1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评估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40,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242%；6,317,9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735%；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13,4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18%；

6,317,9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1%；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1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1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

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重组标的资产经营业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4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7%；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4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3,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0%；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1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6,9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1%；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1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474,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321%；6,284,1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56%；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247,2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04%；

6,284,1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85%；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2,53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5459%；6,224,94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518%；9,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81,306,41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80%；

6,224,946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09%；9,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凌浩律师及段君僖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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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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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3月5日1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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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市准东石油基地公司办公楼第四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李岩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1,587,383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1.133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80,818,9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84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6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932%。

2、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54,40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36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8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6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932%。

公司董事李岩先生，董事、总经理简伟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吕占民先生，独立董事汤

洋女士、施国敏先生现场出席；董事朱谷佳女士、郑逸韬先生、独立董事朱明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无法现

场参加、通过钉钉会议接入；监事会主席佐军先生、监事赵树芝女士、艾克拜尔·买买提先生现场出席，监

事冉耕先生、袁美钟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参加、通过钉钉会议接入；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张超女士、副总经理兼安全总监杨宏利先生、副总经理宗昊先生现场出席；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罗音宇先

生、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晓龙先生现场列席。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李得志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587,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587,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补选罗音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2021年3月5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81,587,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补选李晓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2021年3月5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81,587,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泽伟先生、李得志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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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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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3

月5日在新疆阜康市准东石油基地公司办公楼第四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公司现任9名董事

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罗音宇先生、李岩先生、简伟先生、吕占民先生，独立董事汤洋女士、李晓龙先

生、施国敏先生现场出席；董事朱谷佳女士、郑逸韬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李岩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罗音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至下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止。 同时，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由罗音宇先

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该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补选完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调整、补选完善后的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罗音宇

委员：简伟、李晓龙、施国敏、汤洋

办事机构：战略发展部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施国敏

委员：李晓龙、汤洋、罗音宇、简伟

办事机构：行政与人力资源部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汤洋

委员：施国敏、李晓龙、郑逸韬、朱谷佳

办事机构：审计监察部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晓龙

委员：施国敏、汤洋、李岩、吕占民

办事机构：行政与人力资源部

该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6日

附件：

罗音宇先生简历

罗音宇先生，汉族，1966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

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曾在劳动部、国家经贸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和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单位任职，现任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资源官、中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2021年3月5日起任准油股份董事、董事长。

罗音宇先生先后在湘潭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学习，取得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

罗音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燕润投资的关联公司任职，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罗音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董监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华安安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安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安业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95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康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益鸣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康钊

任职日期 2021年3月8日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信用分析师、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

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分析师。 2015年11月加入华安基金，历任固定收益部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益鸣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21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旗下相关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旭电

子”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环旭转债” ）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 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股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获配数量（张） 配售金额（元）

华安物联网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8,080 808,000

华安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3,620 362,000

华安大国新经济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1,890 189,000

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410 41,000

华安稳健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350 35,000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350 35,000

华安新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290 29,000

华安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环旭转债 113045 220 22,000

本次发行过程公开透明，交易价格公允。本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程序，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华安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科创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50107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才敏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谢昌旭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郑如熙

胡宜斌

李欣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才敏

任职日期 2021年3月8日

证券从业年限 13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3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07年7月应届生毕业进入华安基金，历任金融工程部风险管理员、产品经理、固定收益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等职

务。 现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709 华安汇财通货币市场基金 2014-11-20 -

000149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11-20 -

001311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05-19 -

002398 华安安禧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4-13 2018-10-22

002398 华安安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10-23 -

003799 华安新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12-09 -

007420

华安鼎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19-05-15 -

040038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2019-07-01 -

007624 华安年年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21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郑如熙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21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宜斌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21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欣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21年3月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2）谢昌旭先生继续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朱才敏女士共同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400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邦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孙丽娜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邦长

任职日期 2021年3月8日

证券从业年限 10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10年3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从事基金运营、债券交易、债券

研究、基金经理助理等工作。 现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40038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2016-03-02 -

003847 华安鼎丰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6-11-30 -

005377 华安鼎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7-12-13 -

000709 华安汇财通货币市场基金 2019-07-01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2）孙丽娜女士继续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李邦长先生共同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科创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161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3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科创ETF联接A 工银科创ETF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614 011615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462号

基金募集期间 从2021年2月24日至2021年3月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3月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83,132

份额级别 工银科创ETF联接A 工银科创ETF联接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644,938,683.17 309,886,090.07 1,954,824,773.2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91,960.88 45,533.91 337,494.79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644,938,683.17 309,886,090.07 1,954,824,773.24

利息结转的份额 291,960.88 45,533.91 337,494.79

合计 1,645,230,644.05 309,931,623.98 1,955,162,268.03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

份）

245,484.79 87,616.89 333,101.68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149% 0.0283% 0.017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2021年3月5日

注:1、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10]万；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的网站（www.icbccs.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

1.本基金初始募集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2.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3.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

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1-019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2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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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产品类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货车

重型货车 36,367 16,159 78,140 41,544 88.09% 37,901 11,655 108,138 64,195 68.45%

中型货车 1,077 419 2,106 1,077 95.54% 626 387 2,273 1,501 51.43%

轻型货车 1,789 1,747 5,227 5,163 1.24% 3,152 1,157 10,344 9,324 10.94%

客车 25 0 68 15 353.33% 11 0 17 25 -32.00%

合计 39,258 18,325 85,541 47,799 78.96% 41,690 13,199 120,772 75,045 60.93%

注：上述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1-020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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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尚兴武先生的女儿尚婧茜女士于

2021年3月2日卖出公司股份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1%。 2021年3月3日，尚婧茜女士又买入600

股公司股份，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规定，

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具体情况

2021年3月2日，尚婧茜女士卖出公司股份600股；2021年3月3日，尚婧茜女士买入公司股份600股，

本次短线交易明细如下：

卖出情况 买入情况

卖出日期 卖出股数（股）

卖出价格

（元）

卖出金额

（元）

买入日期 买入股数（股） 买入价格（元） 买入金额（元）

2021-3-2 600 11.57 6942 2021-3-3 600 11.52 6912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

票又买入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经公司核查， 尚婧茜女士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

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婧茜女士尚持有公司股份8500股。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尚兴武先生及其亲属尚婧茜女士亦积极配合、主动

纠正，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措施如下：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

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

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

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

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尚婧茜女士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为： 交易数量600股×（卖出价11.57元/股-买入价11.52元/

股）=30元。 按照规定，尚婧茜女士本次短线交易所得收益30元已上缴公司所有。

2、尚婧茜女士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且在

本次短线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已上缴公司所有。 公司向尚婧茜女士告知了法律、法规中关于短线交易股票

的有关规定，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尚婧茜女士已深刻意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

表示今后将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加强证券账户管理，谨慎操作，并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避

免此类事宜的再次发生。

3、尚兴武先生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其亲属尚婧茜女士已深刻意识到本次违规买

卖公司股票存在的问题，并向公司董事会表示未来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4、公司将以此为戒，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重申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审慎

操作，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 � � �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21-05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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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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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595,503,723.42 5,906,316,589.79 -5.26%

营业利润 211,661,438.06 129,042,876.55 64.02%

利润总额 205,421,967.77 137,440,250.33 49.4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062,553.28 27,584,306.87 42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585,487.08 7,110,252.43 180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05 4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0.61% 增加2.6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8,070,974,505.04 8,079,323,179.18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51,626,313.42 4,443,847,379.84 2.43%

股本 530,063,366.00 532,363,366.00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59 8.35 2.87%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9,550.37万元，同比下降5.26%；营业利润21,166.14万元，同比增

长64.02%，利润总额20,542.20万元，同比增长49.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06.26万

元，同比增长429.51%。 公司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

1、受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短期内订单急剧下降，上半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随着国内疫

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在国内经济逐渐复苏，增速转正以及汽车厂商产销量加快恢复的情况下，各板块

加大业务开拓力度，公司下半年订单增长超过预期，销售额同比增加明显，压铸业务和内外饰件业务更

是在下半年均创下单月出货量历史新高。 由于上半年疫情原因对公司全年的业绩影响较大，整体营业收

入同比仍出现下降。

2、上年同期由于受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影响公司业绩偏低。 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资子公司

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业绩偏低，但下半年业务恢复良好，未来发展可期，公司初步判断报告期

不会出现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形； 因收购控股子公司广东宝龙汽车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相关商誉

已在2019年度计提减值完毕，商誉减值压力已释放。

截至2020年末，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持续经营能力和现金流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807,097.45万元，

较2019年末同比下降0.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55,162.63万元，同比增长2.43%；股本

53,006.34万元，同比下降0.43%；每股净资产8.59元，同比增长2.8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公司在2020年10月22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282.31%～472.98%，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10,545.69万元至15,805.37万元。

2、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606.26万元， 同比增幅429.51%，与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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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7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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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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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71.56 263,502.60 5.45

营业利润 2,392.21 -14,343.17 116.68

利润总额 5,343.56 -27,102.60 11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2.76 -31,400.28 11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55 11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39.92% 45.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00,535.01 182,787.18 6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9,995.69 59,085.28 170.79

股 本（万股） 77,841.41 57,130.00 3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06 1.03 98.74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7,871.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5%；营业利润2,392.2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16.68%；利润总额5,343.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582.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41%；基本每股收益0.0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0.91%。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00,535.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4.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159,995.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0.79%，股本77,841.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6.2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0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8.74%。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总资产、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均超过

30%，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北京奥得赛化学有限公司的并购重组，为公司业绩带来

积极影响；2）2020�年度，公司各项资产减值损失预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范

围内，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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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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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2020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