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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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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2021年4月6日，公司应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资金占用款已收回本金16,000.00万

元及9,660,625.01元利息；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已由沈

培今全部偿还；上述资金占用款尚未收回本金合计19,10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公司与江苏金浦集

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贸易合作款3,000.00万元， 法院已判决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公司

上述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公司尚未收到其应返还的3,000万元及利息）。

●2021年1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将清偿安排作出调整，承诺于2021年4月30日前，

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偿还上述全部资金占用款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

利息，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内控管理制度，不再形成新的资金占款。

一、资金占用基本情况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瀚叶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存在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3）， 于2021年1月5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还款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沈培今余额37,812.46万元，系公司管理层

或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款，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公司投资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00.00万元

2 公司对北京云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视投资 7,000.00万元

3 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对上海建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视投资 5,000.00万元

4 公司向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预付装修款 5,000.00万元

5 公司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贸易合作款 3,000.00万元

6 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息 2,712.46万元

合 计 37,812.46万元

二、控股股东还款措施及还款进展情况

根据2021年1月沈培今作出的清偿安排，其承诺：1.于2021年4月30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偿还上

述全部资金占用款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严格遵守上市公司

内控管理制度，不再形成新的资金占款。

（一）公司应收沈培今资金占用款余额中35,100.00万元资金占用款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上海瀚叶

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通过预付项目投资款等形式支付给沈培今安

排的第三方，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1.其中，截止2021年4月6日，公司已收回预付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修款全部本金5,000

万元及4,905,833.34元利息； 公司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对上海建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

视投资款已收回全部本金5,000万元及4,754,791.67元利息；公司对北京云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影视投

资款已收回1,000万元，尚未收回的本金6,000万元；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

已收回5,000万元，尚未收回的本金10,100万元。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已收回本金16,000万元及9,

660,625.01元利息，尚未收回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本金合计19,100万元及相应利息。

2.其中，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贸易” ）签订了

《委托采购框架协议》，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向金浦贸易付款3,000万元。

2020年7月1日，公司以金浦贸易违反《委托采购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法院” ）提起诉讼金浦贸易（案件编号：（2020）苏0106民初5774号），申请保全金浦贸易

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存款、房产或其他财产，并要求判令金浦贸易返还公司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3,000万元并赔偿损失。 2020年7月7日，法院裁定查封、冻结、扣押被申请人金浦贸易名下价值3,000万

元的财产。

法院于2021年3月8日作出《民事判决书》（案件编号：（2020）苏0106民初5774号），判决金浦贸易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瀚叶股份保证金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4月29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

根据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瀚叶股份于2021年3月11日签收上述判决书。 经上海君

澜律师事务所向法院致电确认，被告金浦贸易于2021年3月12日签收上述判决书。 截止2021年4月6日，

法院未收到被告金浦贸易的上诉状或其他相关上诉文件，被告金浦贸易未就本案判决提起上诉。 因此，

（2020）苏0106民初5774号判决书于金浦贸易收到该判决书的第16天生效,即上述案件判决已于2021

年3月28日生效。 截止2021年4月6日，公司尚未收到金浦贸易应返还的保证金3,000万元及利息。

（二）2020年9月3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生物” )向德

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小贷” )发生的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已由沈培今全

部归还，升华小贷已向德清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德清县人民法院已裁定准许升华小贷撤回起诉。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拜克生物与升华小贷发生的借款本息已全部偿还，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公

司及拜克生物为上述借款承担的担保责任已全部解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3日、2020年10

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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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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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已实施完成了控股权无偿划转、重

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但目前2020年度报告尚未披露，

无法准确测算担保额度占2020年末净资产的比例，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

要，天津公司于2021年4月2日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丽中心支行在天津签署协议，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

公司为天津公司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并授权总

经理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有关事宜。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

围内事项，且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

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集团”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晟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华东集团于2021年4月2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在上海签署协议，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

中铁物晟科技为华东集团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以中铁物晟科技与银行签署的

合同约定为准。

中铁物晟科技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同意中铁物晟科技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授信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87年10月16日

3、注册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21号

4、法定代表人：杜占海

5、注册资本：476,220,560.11元

6、经营范围：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及制品、机电设备及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铁路专用器材、机车车

辆及配件；汽车（小轿车除外）及配件；橡胶及制品、纸；建筑材料、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品、人造

板、劳动保护用品、油漆、炉料；铁路再生物资的回收利用、加工、销售；仓储、代办运输、加工、仓库场地及

设备的出租、进出口物资的接运、金属材料及制品的技术检验、与以上项目有关的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

务；自营和代理经批准进出口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

贸易和转口贸易；煤炭批发、焦炭销售；石油产品（燃料油除外）；装卸劳务；自有房屋出租；有机化肥销

售（危险品除外）；铁路系统内汽油、煤油、柴油；煤油、汽油、乙醇汽油、甲醇汽油批发（无存储、租赁仓

储及物流行为）；燃料油180#销售；废旧金属回收、加工、销售；物流信息服务；物流信息咨询；化肥经营

（危险品除外）；棉花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

均以许可证或资质证为准）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天津公司100%股权。

8、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天津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数据已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2020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4,611 217,066

负债总额 161,077 193,348

其中：流动负债 54,346 118,435

银行借款 95,346 129,244

净资产 33,534 23,718

营业收入 215,405 140,580

利润总额 12,934 3,543

净利润 11,902 3,543

（二）华东集团

1、公司名称：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5月30日

3、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会文路88号

4、法定代表人：孙政

5、注册资本：120,610.3437万元

6、经营范围：铁路器材、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木材及木制品、纺织品、服装及家庭用品、厨

房用具、卫生间用具、日用杂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矿产品（贵金属及其他限制经营的除外）、

建材、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械

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批发、贸易经纪与代理（除拍卖），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机械设备、文化用

品及日用品出租（不得从事金融租赁），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展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办公

服务，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仓储，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燃料油（除危险品）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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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物晟科技持有华东集团100%股权。

8、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华东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数据已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2020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7,853 195,654

负债总额 54,898 69,690

其中：流动负债 54,870 69,662

银行借款 0 0

净资产 122,955 125,964

营业收入 187,449 151,781

利润总额 5,207 3,983

净利润 3,914 3,00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天津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天津公司

2、债权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丽中心支行

3、签订日期：2021年4月2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

6、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应偿还或支付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

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等），以及相应款项的增值税。

7、担保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约定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发生垫付款项，

则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展期，则保证期间至展期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8、本次担保为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中铁物晟科技为华东集团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华东集团

2、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签订日期：2021年4月2日

4、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6、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

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7、担保期间：2020年4月2日至2021年12月2日

8、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有利于下属子公司借助股东整体

资源优势，筹措资金，促进业务发展，符合相关下属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2、本次担保行为系公司合并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的内部担保事项，天津公司、华东集团目前经营状况

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56亿元（不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单位的担保），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55亿元，均为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控股股东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而提供的反担保。

虽然公司实施完成了控股权无偿划转、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但目前2020年度报告尚未披露，无法准确测算担保额度占2020年末净资产的比例，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中铁物晟科技2021年第一次总经理办公会纪要

3、相关保证合同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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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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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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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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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9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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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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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汪伟东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田林女士出席了会议；总经理汪伟东先生，副总经理周陈先生、汪东敏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叶鸣

琦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及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及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0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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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148,0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确认董事及监事2020年度薪

酬的议案》

14,148,0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4,148,0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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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宏川先生、戴余芳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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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转股连续停牌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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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1年4月1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

可转债转股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1年4月6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2021年4月7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的《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将根据《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

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1年4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1年4月1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24）将停止交易，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24）恢复交易，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1年4月9日（含2021年4月9

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5310999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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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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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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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幸福湖路100号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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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6,83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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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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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陈刚先生、俞信华先生、梁启杰先生、沈鸿烈先生、沈昱先生出席了会议，

徐莉萍女士、钟瑞庆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黄进广先生、陈孟钊先生与何晓珊女士出席了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沈昱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负责人熊国辉先生、副总经理何达能先生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1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业绩承诺部分延期履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51,683 99.8119 157,601 0.1881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576,758 99.8359 1,258,014 0.164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接受关联方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575,758 99.8358 1,258,014 0.1640 1,000 0.0002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575,758 99.8358 1,258,014 0.1640 1,000 0.0002

1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825,958 99.9988 8,814 0.0012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683,025,4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4,772,9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9,027,556 99.9850 8,814 0.015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2,687 93.7710 8,814 6.229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8,894,8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暨业绩承诺部分延期履

行的议案

83,651,683 99.8119 157,601 0.1881 0 0.0000

7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3,800,470 99.9894 8,814 0.0106 0 0.0000

9

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83,800,470 99.9894 8,814 0.0106 0 0.0000

10

关于接受关联方为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83,800,470 99.9894 8,814 0.0106 0 0.0000

11

关于2021年度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83,800,470 99.9894 8,814 0.0106 0 0.0000

12

关于制定2021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82,550,270 98.4977 1,258,014 1.5010 1,000 0.0013

15

关于聘任2021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3,800,470 99.9894 8,814 0.010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无特别决议案，所有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因涉及利益相关，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陈刚所持649,690,989股表决权、佛山市嘉时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33,334,499股表决权分别回避了对第6项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潇扬、苏佳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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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晋源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补充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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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所处生铁冶炼行业，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影响，经营能否达到预期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所属行业是公司面临的新行业，收购完成后，保留了晋源实业的生产

经营团队，但公司对晋源实业的业务整合、协同发展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均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晋源实业所属行业为环保重点关注行业，在收购后，公司将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但不排除因环

保政策原因被限制生产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近四个交易日内价格累计上涨40.36%；但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该资产交易事项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股票市场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晋

源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事项，现补

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晋源实业的业务协同性

本公司从事的金属零部件生产的材质为铸铁件，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生铁、废钢等，工艺流程

涉及到熔化程序，熔化程序主要是将生铁、废钢等原材料通过电炉熔化，形成铁水，然后将铁水注入模

具成型。

晋源实业主营业务为冶炼铸造生铁，收购晋源实业后，公司将实现战略性布局上游，确保生铁资源

供应，实现短流程生产，即将铁矿粉直接熔炼出的铁水经过调质，温控等处理直接进行浇注，较常规铸

造流程省去了生铁再融化的环节，达到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收购晋源实业是华翔股份向上游产业链发展，降本增效的战略布局，充分利用翼城地区政策优势，

进行资源整合，利用短流程铸造优势，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打造临汾铸造产业集群产业园。

二、晋源实业资产及经营情况

晋源实业成立于2003年，位于素有“铁都”之称的临汾市翼城县，有较为充足的铁矿石资源。 因国

际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影响，下游铸造企业需求锐减，生产开工率不足，产能利用率较低，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亏损。 公司已委托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晋源实业做了尽职调查，晋源实业资产权属清晰，机

器设备保养良好， 近年来主要客户有建邦豫鄂湘钢铁有限公司和南阳市云阳钢铁实业有限公司等，客

户资源稳定。 晋源实业符合工信部规定的铸造用生铁企业规范条件，具备年产33万吨的铸造用生铁产

能。

公司在收购完成后，将逐步完善晋源实业的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生产经营体系，保障公司的内部

控制有效运行，符合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同时，公司将在晋源实业原有业务的基础，延长其产业

链，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结合，拓宽市场渠道，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三、公司资产评估增值合理性的说明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020225号）

及资产评估说明， 晋源实业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3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1,744.57元，

与账面净资产14,505.27万元相比，估值增值17,239.30万元，增值率118.85%，增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153.92 1,100.33 -53.59 -4.64％

非流动资产 16,179.94 33,472.83 17,292.89 106.88％

其中：固定资产 14,688.33 24,684.27 9,995.94 68.05％

无形资产 1,491.61 8,788.56 7,296.95 489.20％

资产总计 17,333.86 34,573.16 17,239.30 99.45％

流动负债 2,828.59 2,828.59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2,828.59 2,828.5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505.27 31,744.57 17,239.30 118.85�％

固定资产评估价值24,684.27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加9,995.94万元，增幅68.05%，明细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4,218.60 10,678.43 6,459.83 153.13%

机器设备 9,781.41 13,269.81 3,488.39 35.66%

电子设备及车辆 688.32 736.03 47.72 6.93%

合计 14,688.33 24,684.27 9,995.94 68.05%

房屋建筑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涧峡村，建筑类型主要为钢混、砖混、钢结构，构筑物及

其他辅助设施主要为简易房以及砼、沥青结构的道路等；房屋建筑物于2003年及以后陆续建成并投入

使用；机器设备主要由一套高炉炼铁装置以及配套脱硫设备、电厂设备等组成，该炼铁装置2003年始

建，后经不断技术改造，于2012年具备年产33万吨炼铁能力，目前设备维护保养状况正常。

前述建筑物及机器设备为企业日常办公、生产经营用建构筑物，属于为个别对象所用的专业用房，

同时所在区域建筑市场和材料供应市场较完善，可取得合理的建筑成本和有关建设资料，采用重置成本

法评估。 增值的主要原因为：（1）计提折旧的年限较经济寿命短，经评估剩余可使用年限延长；（2）房

屋建成时间较早，于2003年起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近年来建材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所致。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1,491.61万元，评估价值8,788.56万元，增值7,296.95万元，增值率489.20%� 。无

形资产主要由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构成，其中，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系宗地于2013年取得（该土

地2003年至2013年以租赁方式使用），取得时间较早，近年来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所致；其他无

形资产主要为炼铁产能指标，评估增值系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以市场可获得用以比照交易案例交易价

格评估所致；氮氧化物排污权评估增值系本次评估按照市场价值评估，高于晋源实业排污权按照摊销后

账面价值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所处生铁冶炼行业，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影响，经营能否达到预期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所属行业是公司面临的新行业，收购完成后，保留了晋源实业的生

产经营团队，但公司对晋源实业的业务整合、协同发展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均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晋源实业所属行业为环保重点关注行业，在收购后，公司将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但不排除因

环保政策原因被限制生产的风险。

（四）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近四个交易日内价格累计上涨40.36%；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

化，该资产交易事项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市场投资风险，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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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出售资产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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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6日，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29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中提出的需要公司核实并披露的事项公

告如下：

1.公司2019年12月13日披露重组方案称，鉴于公司产品属于铝加工行业的低端产品，规模较小，毛

利率较低，增长空间有限，结合自身情况并经充分论证，确定体育产业作为战略转型方向，拟以现金1.28

亿元购买常奥体育55%股份，实现快速战略转型。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前期论证体育产业作为战

略转型方向的具体依据，结合短期内出售标的公司情况，说明前期论证是否审慎合理，是否存在前后信

息不一致的情形；（2）结合交易后公司的主要资产及业务，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无具体经营业务，后续拟改善经营的相关

安排。

2.公告显示，标的资产常奥体育2020年前10个月实现营收7860.75万元，净利润783.58万元。 嘉航信

息、陶婷婷、奥蓝商务等前期在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承诺，2020年度常奥体育扣非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2,200万元，与目前已实现的金额差距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各板块业务开展情况、行业变

化、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说明常奥体育在2020年度业绩与承诺金额差距较大的原因；（2）前期相关方业

绩承诺的测算依据，业绩承诺是否合理审慎。

3.公告显示，公司于2020年3月将常奥体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请公司补充披露：并表期间，公司是

否存在对常奥体育进行资金、资产及信用等方面的支持或资助，如有，说明常奥体育是否已归还相关资

金、资产，相关信用支持是否已解除或已做出解除安排。

4.公告显示，本协议为公司与叁零柒投资、灿星基金、大运河基金、青枫云港、九久创投等主体签署。

请公司补充披露：（1）穿透披露上述主体的最终出资人，并明确相关主体的控制权归属；（2）上述主体

收购常奥体育相关股权的资金来源，相关资金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相关；（3）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是否与上述主体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公司财务顾问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书面回复,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相关问题并予以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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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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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3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

新能源汽车

21,

492

12,273 55,619 22,317 149.22%

24,

218

12,256 54,751 22,192 146.72%

-乘用车

20,

660

11,780 54,248 21,647 150.60%

23,

386

11,763 53,380 21,522 148.03%

-纯电动 13,739 10,428 39,383 18,218 116.18%

16,

301

10,433 38,599 18,110 113.14%

-插电式混合动力 6,921 1,352 14,865 3,429 333.51% 7,085 1,330 14,781 3,412 333.21%

-商用车 832 493 1,371 670 104.63% 832 493 1,371 670 104.63%

-客车 554 489 822 627 31.10% 554 489 822 627 31.10%

-其他 278 4 549 43

1,

176.74%

278 4 549 43

1,

176.74%

燃油汽车 17,515 18,598 52,565 39,253 33.91%

16,

599

18,343 49,394 39,081 26.39%

-轿车 5,034 2,464 14,091 7,797 80.72% 4,707 2,339 13,593 7,753 75.33%

-SUV

10,

481

14,450 33,877 28,266 19.85%

10,

341

14,335 31,607 28,136 12.34%

-MPV 2,000 1,684 4,597 3,190 44.11% 1,551 1,669 4,194 3,192 31.39%

合计

39,

007

30,871

108,

184

61,570 75.71%

40,

817

30,599 104,145 61,273 69.97%

注：本公司2021年3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2.149GWh，本年累计装机总

量约为5.258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本公

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