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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9� � � � �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1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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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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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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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040,626,182.23 3,343,171,426.76 -9.05%

营业利润 -529,291,102.65 51,406,074.56 -1,129.63%

利润总额 -612,376,108.37 41,606,322.72 -1,57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00,411,515.41 47,214,200.68 -1,37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0.08 -1,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62% 2.37% -37.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3,019,264,584.19 3,940,625,170.14 -2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389,868,397.26 1,989,638,236.65 -30.14%

股 本 576,769,204.00 577,906,704.00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41 3.44 -29.94%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保留两位小数后填列（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4,062.62万元，同比下降9.05%；营业利润为-52,291.10万元，同比

下降1129.63%； 利润总额为-61,237.61万元， 同比下降157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041.15万元，同比下降1371.68%；基本每股收益为-1.04元，同比下降-1400.00%。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等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系：

（1）受行业环境、经营情况及长期规划等因素影响，对报告期关闭的量子点项目相关资产，以及子

公司天津卓达其他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43,705.73万元；

（2）Medion� AG就 2013�年-2016�年的合作业务起诉我司， 公司从谨慎性角度考虑计提预计负

债 6,968.70�万元；

（3）客户 A�就违规解锁客户的产品向公司索赔 2,029.32�万元；

（4）受国际芯片供求形势影响，四季度公司销售订单下降,营业利润下降；

（5）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一季度公司人力成本大幅上升。

2�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为3,019,264,584.19万元，较本报告期初下降23.3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8,986.84万元，较本报告期初下降30.14%，主要原因是公司2020年度亏损，未分

配利润减少所致；公司总股本576,769,204股，较本报告期初下降0.20%，主要原因是公司在2020年度内

进行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本相应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41元，较本报告期初下

降29.94%，主要原因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降比例大于公司总股本下降比例。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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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69� � � � �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2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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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1）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000万元–3000万元 亏损：2,286.9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元/股–0.05元/股 亏损：0.04元/股

注：以上表格中的“元”均指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国际芯片供求形势影响，一季度公司销售订单不足,营业收入下降；

2、春节期间为响应政府号召，鼓励员工留深过年，公司给予留守员工满勤奖等激励，人工成本增加；

3、自2020年二季度开始，为拓展TWS耳机、网络通讯类产品等业务，新增人员较多，导致2021年一

季度较上年同期管理费用增加；

4、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变动-1,700余万元人民币。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关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2021-029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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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人民币） 上年同期（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3,200.00万元–17,500.00万元

盈利：7,609.0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3.48%-129.9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241元–0.1646元 盈利：0.072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1年第一季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基于本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上年同期

增长，且出售子公司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1� � "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更名为"深圳宝龙群欣科技有限公司"。

2、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人民币9,607.22万元，主要原因是出

售子公司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税后投资收益人民币9,191.28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具体数

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002032� � � � � � � � � �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1-028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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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47,433.19万元 ~�52,426.16万元

盈利：30,669.7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4.66%�~�70.9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79元/股~�0.640元/股 盈利：0.374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万元” 、“元”均指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业绩受

到较大的影响。2021年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经营已恢复正常，销售收入同比显著增加，

毛利率同比提升2.41个百分点。 同时公司本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期间费用率同比

下降0.43个百分点。 公司本期整体盈利能力较同期得到明显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2021年第一季度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 � � � � �证券简称：ST中捷 公告编号：2021-015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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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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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数）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25,535,334.50 706,762,459.09 -25.64

营业利润 -75,525,259.17 -70,417,838.81 -7.25

利润总额 -79,866,334.75 12,019,506.40 -76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8,550,247.21 10,257,273.01 -86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01 -1,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73% 1.46%

下降13.19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861,860,219.59 1,164,437,531.54 -2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630,400,430.67 708,764,994.72 -11.06

股本 687,815,040.00 687,815,04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0.92 1.03 -10.6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影响，导致对缝制设备的投资

需求放缓，缝制机械行业整体呈现阶段性下行态势，公司的主营业务工业缝纫机的经营也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挑战，公司主营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25.86%。 但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防控疫情工作的安

排，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根据疫情影响，实施营销创新，加强质量攻关，梳理研发工

作，开展降本增效，推进精细管理，使得工业缝纫机业务经营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同时，公司其他

主体亏损也大幅减少，公司经营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764.47%、865.80%， 主要

是因为上年同期因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及应收硕达矿业、 禧利多矿业相关债权之债权转让产生

收益约约19,752.67万元，而本报告期内无该类收益。 此外，公司本报告期末总资产较本报告期初下降

25.98%，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公司为降低资产负债率，利用货币资金归还金融机构贷款约1.71亿元，以

及支付供应商货款等因素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1年1月29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的业绩预

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包括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在内18名被告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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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 � � � �证券简称：ST中捷 公告编号：2021-016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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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750万元至1,100万元 亏损：742.4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元/股至0.02元/股 亏损：0.0108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和缝制机械的下游产业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复苏， 缝制机械行业呈现恢

复性增长态势，公司主营业务也出现了积极向好的迹象，此外公司对销售政策进行的调整、重点产品的

质量提升及稳定，包括公司进行的降本增效、精细管理等相关工作，都为公司转好及经营质量的改善发

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公司2021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包括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在内18名被告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1-034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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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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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39,452,205.58

4,840,615,

283.61

-33.08

营业利润

-1,020,943,

986.13

-4,538,132,

097.58

77.50

利润总额

-1,054,130,

968.32

-4,480,207,

412.22

7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0,980,

286.04

-5,983,362,

461.57

69.90

基本每股收益 -1.22 -5.24 7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2% -84.38% 提高54.86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1,875,421,

326.96

46,596,854,

830.11

-1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37,815,735.91

6,962,979,

271.52

-24.78

股本 1,477,099,383.00

1,477,099,

383.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55 4.71 -24.63

注：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3,945.22万元，同比减少33.08%。 主要原因系锂化工品的价格

在2020年前三季度持续走低， 叠加海外新冠疫情扩大因素导致出口份额降低。 虽然锂化工品市场在

2020年第四季度有所反弹，但综合来看，公司2020年度产品销售均价和销量较2019年度均有一定程度

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02,094.40万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51,718.81万元；实现利

润总额-105,413.10万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42,607.6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098.03万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18,238.22万元。 主要原因系：（1）2019年度计提了大额长

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合计53.53亿元人民币。 （2） 受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 ）股票价格、Libor利率波动等因素影响，2020年度公司持有

的SQM� 2.1%� B股领式期权业务与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2019年度下降约8.9亿元

人民币；（3）受2020年度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收益，以及因使用2019年12月配股募集资金偿还银团部分

借款本金、Libor利率下调导致利息费用下降等原因，2020年度公司财务费用较2019年度减少约7亿元人

民币。

3、报告期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系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亏损减少。

（二）财务状况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187,542.13万元，较期初数减少10.13%，主要原因系：（1）使用2019年

12月配股募集资金偿还银团部分借款本金；（2）报告期末美元汇率较期初下跌6.47%，导致公司以美元

计价的资产金额下跌。

2、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23,781.57万元，较期初数减少24.78%，主要

系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0年度

业绩预告》中的相关数据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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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1-03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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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 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28,000万元– 19,000万元 亏损：50,029.4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9元/股– 0.13元/股 亏损：0.34元/股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报告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2020年第一季度，澳元兑美元汇率下降幅度较大，故上年同期财务费用汇兑损失金额较大，本报

告期澳元兑美元汇率相对平稳，因此财务费用中汇兑损失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2、受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ociedad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 ）股

票价格、Libor利率波动等因素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持有的SQM� 2.1%� B股领式期权业务与套期保值业

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约2.4亿人民币。 上述领式期权业务与套期保值业务导

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21年第一季度的具体财务

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QM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两地

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SQM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业绩预告的时间， 公司不能先于SQM公

告季度财务信息前公告其业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定，公司通过财务

测算模型并结合Bloomberg预测的第一季度EPS等信息预估SQM第一季度经营损益， 并按照公司持股

比例预估对SQM的投资收益。该项投资收益与SQM实际公告的净利润按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计投资

收益可能存在差异。 公司将根据差异的金额及对公司财务信息的影响程度，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386� �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1-016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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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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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漕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944,8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944,8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77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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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云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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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金玉丹先生、董事罗实劲先生及独立董事许明强先生因个人原因请

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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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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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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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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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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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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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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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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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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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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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 43,94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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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660,968 99.9999 1 0.0001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660,968 99.9999 1 0.0001 0 0.0000

6

《2021年度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

7,660,968 99.9999 1 0.0001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7,660,968 99.9999 1 0.000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9、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 4、议案5、议案 6、议案 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李瑮蛟、程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1579� � � � � �证券简称：会稽山 公告编号：2021-006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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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杨绍路2579号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

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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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6,1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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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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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虞伟强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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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秘书金雪泉出席了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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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候选人：李生校先生 316,000,003 99.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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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李生校先生

20,

000,

003

99.0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316,190,300股，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

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议案。 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李生

校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期自2021年4月20日至

2022年9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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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影、王慈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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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准则》、《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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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编号：临2021—007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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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其2019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网站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上述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已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2021年4月14日，公司收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告知

函》，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原拟委派叶喜撑（项目合伙

人）和张琳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朱中伟作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现因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琳已连续为本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达到5年，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

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的相关要求，变更王俊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

签字注册会计师，原审计项目组的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变。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情况介绍

项目组成员 姓名

何时成为

注册会计

师

何时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

审计

何时开始在

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

伙）执业

何时开始为

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

复核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

师

王俊 2013年 2013年 2011年 2020年 无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俊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

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本次变更过程中实质性的相关审计工作安排已在项目开展初期已有序交接。 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

公司2020年度审计构成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25� � �证券简称：ST云维 公告编号：2021-021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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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360号凯旋大厦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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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7,78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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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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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何娟娟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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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李斌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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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31,839 99.6839 1,351,932 0.316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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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31,839 99.6839 1,351,932 0.316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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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31,839 99.6839 1,351,932 0.316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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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581,839 99.7190 1,201,932 0.281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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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111,839 99.6091 1,671,932 0.390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确认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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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23,036 98.3674 1,201,932 1.63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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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581,839 99.7190 1,201,932 0.2810 0 0.0000

8、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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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31,839 99.6839 1,351,932 0.316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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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576,639 99.7178 1,207,132 0.282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使用阶段性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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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327,243 98.2569 7,456,528 1.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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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正文及摘要

72,273,036 98.1637 1,351,932 1.8363 0 0.0000

2

公司2020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72,273,036 98.1637 1,351,932 1.9363 0 0.0000

3

公司2020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72,273,036 98.1637 1,351,932 1.8363 0 0.0000

4

公司2020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72,423,036 98.3674 1,201,932 1.6326 0 0.0000

5

公司2021年度财务

预算方案

71,953,036 97.7291 1,671,932 2.2709 0 0.0000

6 72,423,036 98.3674 1,201,932 1.6326 0 0.0000

7

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1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72,423,036 98.3674 1,201,932 1.6326 0 0.0000

8

2020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

72,273,036 98.1637 1,351,932 1.8363 0 0.0000

9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72,417,836 98.3604 1,207,132 1.6396 0 0.0000

10

关于继续使用阶段

性闲置资金开展委

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66,168,440 89.8722 7,456,528 10.127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6《公司关于确认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和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54,158,803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革、杨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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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61� � � � � � � �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2021－025

债券代码：110077� � � � � � � �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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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定南县洪城绿源管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定南管网”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33.33万元；累计为其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38,633.33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及经2020年6月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2020年7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预计对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新增相关

事项的议案》，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定南管网向商业银行申请额度为37,100万元（大写叁亿柒仟壹佰

万元整）人民币的项目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贷款金额按资金需求放款。 根据银行融资业务

工作的需要，近日，定南管网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订了《担保

合作协议》（编号：0881212002），公司就该事项为定南管网提供担保，与招商银行签订《不可撤销担保

书》（编号：0881212002），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伍佰叁拾叁万叁仟叁佰元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定南管网担保后累计担保额度超出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根据审议的相关议案要

求，同意将控股子公司赣江新区洪城德源环保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8,000�万元的授信担保额度的中对

应的本次担保额度调剂给定南管网，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的担保总额度不变。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定南县洪城绿源管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289.0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富田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胡飞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政管网设施的建设、运营及维护；市政养护工程；自来水、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的设计、

建设及配套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89%，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占注册资本的1%，定南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其中南昌市自来水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定南管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18,082.91万元 ，净资产6,530.32万元，资产负债率63.89%，净利润-2.

2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33.33万元；

3、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

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 本次担保行

为是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调剂程序合规，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审批程序合法，符合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万志瑾女士、余新培先生、史忠良先生和胡晓华先生一致同意该担保事项。 对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定南管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该担保

事项有利于进一步确保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地发展，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影响，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为该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控股子公司之间担

保额度调剂程序合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31,468.33万元(含本次担保)，对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140,551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90,917.33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

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69.78%。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