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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555�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1-02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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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职工（会

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选举孙中心先生为公司职工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

致；选举王晋康先生、陈建国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简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附件：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简历

孙中心，中国国籍，1969年5月出生；硕士。 现任东吴证券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裁、

首席信息官。 1990年8月至1994年11月在上海铁路分局苏州电务段工作；1994年11月至

2002年4月历任苏州证券狮山路营业部电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网上交易部总经理；2002

年4月至2010年5月历任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部总经理、经纪分公司（筹）副总

经理、狮山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苏州新区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苏州分公司

总经理；2010年5月至2012年5月任总裁助理兼苏州分公司总经理；2012年5月至2018年6

月任公司副总裁；2018年7月起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2021年1月起任东吴证券董事、常

务副总裁、首席信息官。

王晋康，中国国籍，1972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历任苏州市委组织部科员、副处长、

处长，苏州市人大人代联工委副主任。现任东吴证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工

会主席。

陈建国，中国国籍，1972年3月出生，硕研学历，硕士学位。 历任昆山市信托投资公司第

二证券部副经理；东吴证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福州湖东路证券营业部总

经理、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昆山分公司副总经理；东吴证券经纪业务事业部副

总经理、经纪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现任东吴证券职工监事，

人力资源总监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 � � �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 2021-016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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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7日16:00前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公司，提出所

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了《国电南自2020年

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2021年4月28日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经海林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解宏松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周茜

女士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13:00-14:00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

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7日16:00前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公司，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一）联系部门：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二）联系电话：025-83410173；025-83537368

（三）传真：025-83410871

（四）电子邮箱：s-dept@sac-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 ），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1-023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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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简称：地铁设计，股票代

码：003013）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年4月13日、2021年4月14日、2021年4月15日）收盘

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已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预计将于2021年4月

21日披露。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3

债券代码：113016� � � � � � �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191016� � � � � � �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承诺的更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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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出具

了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并于2021年4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承诺的公

告》。 为本次发行之目的，公司更新了对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承诺，现将更新后的承诺内容公告如下：

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公司直接持有潽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潽金公司” ）100%股权、

通过重庆金康赛力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持有重庆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融

资租赁公司” ）33%股权。 基于未来业务战略调整，本公司对类金融业务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在本承诺函出具日起6个月内完成潽金公司和新能源融资租赁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受

让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或其他第三方， 在该等股权转让完成前不再新增对

潽金公司和新能源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投入（包含增资、借款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重庆金康赛力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该条内容亦出具了承诺函；

2、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所披露的用途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不会将募集

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融业务；

3、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36个月内，不再新增对类金融业务的资金投入（包含增资、借款

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

4、在推进上述类金融投资业务处置过程中，本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履行必要程序，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1-031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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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截至公告日，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额度为 32,703.8万

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06.47万元， 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

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一、（2020）川01民初314号借款合同纠纷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于2020年8月初发现公司涉及一起新增案

件（2020）川01民初314号借款纠纷，该案已于2020年7月24日开庭审理。公司此前未收到法院寄送的任何材料，发现案件

信息后，公司立即聘请律师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取得联系，沟通核实相关情况并取得该案起诉状、借款合同等材

料。 原告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西藏发展归还借款本金25,326,681.84元， 给付借款利息12,914,

148.79元，给付2020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日期限的以借款本金25,326,681.84元为基础，按照月利率2%计算所得的借款

利息；请求判令被告北京金丰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甘肃三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三洲

实业有限公司、储小晗、李佳蔓对被告西藏发展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律师

费、保全费、公告费、保全成本。

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取得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川 01�民初 314�号之二），一审裁

定驳回原告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主要内容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拉萨市公安局邮寄的材料能

反映西藏发展时任董事长王承波等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决定刑事拘留，王承波涉嫌合同诈骗罪等，公安机关的

询问笔录中也能反映王承波并不认可案涉借款合同签订的真实性，案涉借款正处于拉萨市公安机关的调查中。 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

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之规

定，本案应驳回起诉。

2020年10月29日， 公司通过本案委派律师取得原告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上

诉状。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以西藏发展等一审被告为被上诉人，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请求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01民初314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保全成本由全体被上

诉人共同承担。

上述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8月8日、2020年10月14日、2020年10月3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2020-104、2020-112。

（二）本案最新进展

2021年4月15日， 公司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关于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的进展情况说

明。 2021年4月15日14:30，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组织了二审开庭审理，公司委派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到庭参加了案件庭审。公司委派律师向法庭提出：案涉借款应属拉萨市公安局侦办的王承波、吴刚等人合同诈骗一案的侦

查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现因该案需补充证据，待法院通知后续开庭时间。 本案未当庭宣判。

二、（2021）藏01民初30号合同纠纷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原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 ）

资金占用情形，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资金占用事项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情形，公司股票

自2019年4月10日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占用公司资金396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资金占用余额

为736.55万元。

经公司催促，天易隆兴尚未还款或拿出权属明晰的价值资产进行偿还。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前期就上述资金占

用事项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提起了诉讼。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1年3月9日取得法

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藏01民初30号），公司诉天易隆兴合同纠纷已立案，公司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占

用资金736.55万元以及自2018年11月30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603213.93元，合计7968713.93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2

月14日，利息实际应从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10日、2021年4月1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诉讼

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2021-027。

（二）本案最新情况

2021年4月14日，公司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1）藏01民初30号），通知本案开庭时间为

2021年5月27日10时。

三．（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借款合同纠纷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西藏发展” ）及第二大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易隆兴” ）于 2018�年 11�月 14�日收到成都仲裁委员会送达的（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关于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的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等文件。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汶锦贸易” ）向西

藏发展和天易隆兴等被告提起的仲裁，案号为（2018）成仲案字第 1227�号。

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8）藏0103财保10号关于财产保全的民事

裁定书，裁定对西藏发展的银行存款（开户行：中信银行成都走马街支行，账号：8111001012******923）在168,800,000

元人民币限额内予以冻结；对西藏发展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股权、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财产

份额、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股权、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在168,

800,000元人民币限额内予以补充冻结；对天易隆兴持有的西藏发展股份在168,800,000元人民币限额内予以补充冻结。

以上财产保全总额以168,800,000元人民币为限。 上述冻结银行存款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冻结股权股份等其他财产权的

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如需续行保全，须在保全期限届满的十五日前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续保申请导致保全措施自动

失效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公司及第二大股东天易隆兴于2018年 12月20�日收到成都仲裁委员会通知，仲裁庭决定于2019年1月16日进行开庭

仲裁。 2019�年1月16日下午，成都仲裁委员会组织了仲裁开庭。由于申请人汶锦贸易提出变更仲裁请求，需要重新确定开

庭时间。

2019年2月21日下午，成都仲裁委员会组织了第二次仲裁开庭。 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公

司到庭参加了仲裁。在仲裁庭的组织下，双方开展了举证、质证、辩论、陈述等诉讼工作。公司也向仲裁庭提交了有关证据，

认为公司并非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方，申请人在出借过程中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已

经被拉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公司也是刑事案件的受害方，公司再次向仲裁庭申请中止仲裁，等待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

完毕，查明事实真相。

2019年3月15日，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收到了成 都仲裁委员会（2018）成仲案字第 1227�

号裁决书。 仲裁庭裁决如下：被申请人西藏发展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申请人汶锦贸易借款 150,000,000�

元；被申请人西藏发展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汶锦贸易支付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 150,000,000�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5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被申请人西藏发展于本裁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汶锦贸易支付律师费 3,000,0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保费 168,800�元；本案仲裁费 908,350�

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申请人西藏发展承担。 该两项费用已由申请人汶锦贸易预交，被申请人西藏发展于本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汶锦贸易支付前述仲裁费、保全费，共计 913,350�元；被申请人天易隆兴为被申请人西藏发

展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公司董办于2021年1月29日获悉网络信息显示汶锦贸易与西藏发展、 天易隆兴借款合同纠纷已执行立案 （案号为

（2021）川01执515号），立案时间为2021年1月26日，执行法院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标的为248,232,832

元。 该信息已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核实，公司尚未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关于执行立案的相关

法律文书，获悉进一步信息后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2日、2019年1月18日、2019年2月23日、

2019年3月19日、2021年2月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70、2018-076、2018-109、2019-014、 2019-021、2019-027、2021-011。

（二）本案最新情况

公司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悉，因（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案件执行立案（案号为（2021）川01执

515号），公司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的股权被冻结，冻结数额为2295.52万美元（未见冻结期间）；西藏银河商贸有

限公司的股权被冻结，冻结数额为3060万元人民币（未见冻结期间）。 公司参股公司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

被冻结，冻结数额为4,900万元人民币，冻结期限为2021年3月16日至2024年3月15日；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的股权被冻结，冻结数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冻结期限为2021年3月31日至2024年3月30日；中诚善达（苏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被冻结，冻结数额为1,200万元人民币，冻结期限为2021年3月31日至2024年3月30日，上述执行法

院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

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川01民

初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2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

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案号：

（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70号公

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号公告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05号公

告

2019年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2号公告

2019年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6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8号公告

2019年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2号公告

2019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1号公告

2020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39号公

告

2020年5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66号公

告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号公告

2019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56号公告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1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

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 案号 ：

（2018）浙01民初3924号

2019年9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5号公告

2019年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9号公告

2019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3号公告

2020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59号公

告

2020年6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75号公

告

2020年7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0号公

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

告

2021年1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4号公

告

2021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2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

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 案号 ：

（2018）浙01民初3924号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

业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 案号 ：

（2018）浙0103民初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

告

2018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号公告

2019年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3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4号公告

2020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04号公

告

2020年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42号公

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7号公

告

2020年1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5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

告

2021年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5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案

字第1227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14号公

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2021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尔小

贷有限公司借款纠纷， 案号：（2018）渝

0103民初30492号

2019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5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5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7号公告

2019年7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8号公告

2019年9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6号公告

2019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5号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8号公

告

2020年1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6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西藏

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2019）川

0107民初10403号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1号公告

2019年1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7号公告

2020年5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62号公

告

2020年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3号公

告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2号公

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8号公

告

2020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01号公

告

2020年1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6号公告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1号公告

2021年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8号公

告

2021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晟辉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

索权纠纷，案号：（2019）川0112民初6523

号

2019年1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1号公告

2019年12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1号公告

2020年6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67号公

告

2020年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78号公

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6号公

告

2021年3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1号公告

2021年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3号公告

2021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号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广通

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

纷，案号为：（2020）新01民初3号

2020年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08号公

告

2020年3月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30号公

告

2020年6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70号公

告

2020年7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0号公

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

告

重庆中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方芳诉西

藏发展合同纠纷，案号为：（2020）渝05民

初1325号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4号公

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3号公

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成都宏祥顺商

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号为：（2020）川01民初314号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4号公

告

2020年10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04号公

告

2020年10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2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陈金满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2020）京

0101民初13007号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2号公告

2021年2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14号公

告

2021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6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深圳瞬赐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号为：（2021）川0107民初3251号

2021年3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7号公告

2021年4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5号公告

2021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号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西藏发展诉西

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

号为（2021）藏01民初30号

2021年3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20号公

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经核实确认

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 进行披露。

五、对公司的影响

1、（2020）川01民初314号借款合同纠纷，若法院最终判决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将对公司期后利润、财务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

2、 截至公告日，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个主要银行账户和 2�个非主要银 行账户被冻结， 被冻结额度为 32,

703.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 206.47�万元， 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

贸有 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的《关于成都宏祥顺商贸有限公

司诉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进展情况说明》；

2、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1）藏01民初30号）。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15日

鹏华丰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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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登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登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6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离任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丽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君

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丽娟

任职日期 2021-04-16

证券从业年限 10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2年

过往从业经历

张丽娟女士,国籍中国,金融学硕士,10年证券从业经验。 2011年6月加盟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营销策划部营销策划助理、高级营销策划经理，2015年

6月任职于固定收益部，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从事研究分析工作，现任职于

公募债券投资部，从事投资研究相关工作。 2020年02月至2021年04月担任鹏华

丰华债券基金经理,2020年02月担任鹏华丰腾债券基金经理,2020年02月担任

鹏华纯债债券基金经理,2020年02月担任鹏华丰瑞债券基金经理,2020年08月

担任鹏华招华一年持有期混合基金经理,2020年11月担任鹏华丰颐债券基金经

理,2021年03月担任鹏华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经理,2021年03月担

任鹏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经理,张丽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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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88

鹏华丰华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0-02-05 2021-04-07

206015

鹏华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0-02-05 -

003527

鹏华丰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0-02-05 -

004499

鹏华丰瑞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0-02-20 -

009822

鹏华招华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0-08-17 -

010479

鹏华丰颐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0-11-06 -

008956

鹏华中债 3-5年

国开行债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21-03-05 -

007000

鹏华中债 1-3年

国开行债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21-0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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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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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经理的，任职

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君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1-04-16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注：李君仍担任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

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尊惠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科创主题3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裕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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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参加天风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天风证券（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下述适用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时间为2021年04月16日起，活动结束时间以天风证券或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三、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053 鹏华永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89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290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000295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297 鹏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329 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45 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09 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31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78 鹏华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80 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54 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23 鹏华文化传媒娱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18 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019 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259 鹏华健康环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95 鹏华丰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504 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714 鹏华金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86 鹏华兴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35 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00 鹏华安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92 鹏华沪深港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86 鹏华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28 鹏华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68 鹏华优势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16 鹏华尊惠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812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67 鹏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0 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34 鹏华中短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811 鹏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23 鹏华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70 鹏华匠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264 鹏华成长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488 鹏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490 鹏华高质量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894 鹏华汇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333 鹏华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460 鹏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471 鹏华致远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542 鹏华远见回报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01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06002 鹏华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03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06006 鹏华全球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人民币份额

206007 鹏华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09 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11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206012 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13 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15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18 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70 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602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A类

160603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160605 鹏华中国50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60607 鹏华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10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11 鹏华优质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12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613 鹏华盛世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15 鹏华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0616 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0617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20 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21 鹏华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0622 鹏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24 鹏华消费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625 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26 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27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628 鹏华中证800地产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29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0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1 鹏华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2 鹏华中证酒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3 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4 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5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0636 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7 鹏华创业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8 鹏华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39 鹏华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643 鹏华中证空天一体军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0644 鹏华香港美国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人民币份额

160645 鹏华精选回报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801 鹏华前海万科REITs封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1023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25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501076 鹏华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2023 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四、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天风证券（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上述适用基金的，可享受申购费率0.1折优惠。

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金额的，不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

五、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天风证券或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2、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天风证券的相关公告或宣传资料。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3、天风证券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本公司对于本公告享有解释权。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1/4008005000

网站：www.tfzq.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

网站：www.ph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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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

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87� � � � � � � � � �证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编号：2021-027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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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大金” ）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包括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

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9.97%， 担保期限为2021年4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所发生的授信业务，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4日

2、注册地点：蓬莱经济开发区振兴路81号

3、法定代表人：金鑫

4、注册资本：13,000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钢结构制造、安装，风力发电塔架及基础制造，电站锅炉辅机制造（不含锅炉），海洋石

油钻井平台制造；货物进出口；港口货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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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与本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已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8,740,207.61 2,964,410,587.71

负债总额 1,438,632,192.68 1,779,170,669.79

净资产 780,108,014.93 1,185,239,917.92

项目 2019年度（已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4,072,703.19 1,493,123,970.14

利润总额 152,538,445.56 237,901,264.36

净利润 129,972,184.78 202,216,074.7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全资子公司与

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蓬莱大金提供担保，能够满足蓬莱大金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 蓬莱大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可控

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236,50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

计的净资产比例为117.8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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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1年4月8日以直接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金鑫先生主持，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 一致通过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包括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

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9.97%， 担保期限为2021年4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所发生的授信业务，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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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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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17:00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

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将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方式举行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 届时将针对公司发展的经营业绩以及利润分配等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说明会定于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上午9:00—10: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

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栏目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任秉钧先生、总经理赵春建先生、销售副总经理罗飞跃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柯泽慧女士、财务总监吕孙战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上午9:00—10:00通过互联网注册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形式参加本次说明会,就所关心的问

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交流。

2、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17:00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

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陈雪琴

2、联系电话：021-33283295

3、传真：021-33283305

4、邮箱：office@chengyipharm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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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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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4月23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zlh@hrflanges.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润股份” ）已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的媒体上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于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上午9:

00-10:00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恒润股份2020年度业绩暨现金

分红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现金分红等事项与广大投资者进行

在线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承立新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顾学俭先生将参加此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以于2020年4月23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

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zlh@hrflanges.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丽华

电话：0510-80121156

电子邮箱：zlh@hrflange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

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