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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21-014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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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Sino-Science� Netherlands� Energy� Group� B.V.（中科荷兰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荷兰能源” ）、Sino-Science� Netherlands� petroleum� B.V.（中科荷兰石油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荷兰石油” ）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云南正和实业有限

公司签署《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 约定中科荷兰能源将应收中科荷兰石油债权886,663,

230.14元与中科荷兰石油有持有的苏克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苏克公司” ）的5.659%股权进

行资产置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洲际油气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号）。

2021年4月12日，中科荷兰能源与中科荷兰石油签署了《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协议约定：中科荷兰石油有权指定第三方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苏克公司5.659%股权转让给中科

荷兰能源， 中科荷兰能源有权指定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全资控股母公司受让该第三方转让的苏克公司

5.659%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洲际油气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号）。

根据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中科荷兰石油委托冠信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冠信投资” ）将

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新加坡星光能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能源” ）26.31%的股权转让给中科荷兰能源指

定全资控股母公司香港德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瑞” ）。 截至目前，香港德瑞在ACRA

（新加坡公司注册局）完成备案登记，持有星光能源26.31%的股权。

2021年4月17日， 星光能源在KACD（哈中央证券存管所） 完成备案登记， 确认其持有苏克公司

26.964%的股权，另由于星光能源持有的苏克公司5.45%股权拟转让给第三方，因此确认星光能源最终

实际持有苏克公司21.514%的股权。

在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洲际油气通过香港德瑞持有苏克公司5.659%的股权，其持股结构如下：

至此，中科荷兰石油履行完毕了《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855 证券简称：华荣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11

华荣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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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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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talkIndex.do）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 6日（星期四）下午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hrzhd@warom.com。 公司将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拟于 2021�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拟于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上午9:00-10:00通过网络方式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0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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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talkIndex.do）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志荣先生、董事会秘书郑晓荣先生及公司财务总监孙立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1�年5月 7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e互动” 平

台的“上证e访谈”栏目（http://sns.sseinfo.com/talkIndex.do），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1�年5月6日（星期四）下午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hrzhd@warom.com。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宋宗斌

联系电话：021-39977562

传真号码：021-39977562

电子邮箱：hrzhd@waro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

（http://sns.sseinfo.com/talkIndex.do）查看本次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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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 22日

证券代码：601677� � � � � �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1-037

转债代码：113025� � � � � � �转债简称：明泰转债

转股代码：191025� � � � � � �转股简称：明泰转股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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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股情况：截止2021年4月20日，累计有723,241,000元明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64,573,335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4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止2021年4月2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115,869,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0.6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公开发行了1,839.11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3,911.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9号文同意，公司183,91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5月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明泰转债” ，债券代码“113025”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明泰转债” 自2019年10月16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1.49元/股。自2019年6月17日起，由于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明泰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11.49元/股调整为11.30元/股，自2020年6月8日起，由于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明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30元/股调整为11.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2019-048号” 、

“临2020-025号”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明泰转债”转股期为自2019年10月16日至2025年4月9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的数额累计达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时，发行人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的规定，现将“明泰转债” 转股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1年4月20日，累计有723,241,000元明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64,573,335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48%；尚有1,115,869,000元的“明泰转债”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0.6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4月2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30,500 0 20,830,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6,651,728 3,373,522 660,025,250

总股本 677,482,228 3,373,522 680,855,75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371-67898155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1-063

债券代码：112410 债券简称：16中房债

债券代码：114438�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中交01

债券代码：114547�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192�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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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已于2021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了解公司2020年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1年4月27日15：00-16：30举办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一、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1年4月27日15：00-16：30

2.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裁李永前先生，董事会秘书田玉利先生，财务总监刘兵女士。

3.参与方式：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p5w.net）参与。

二、征集问题事项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现就公司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

者可于 2021年 4�月 26�日12:00�前， 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

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咨询方式

如对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有任何不明事宜，请及时向公司咨 询：

联系人：王婷

联系电话：023-67530016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并

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1-028

九号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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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数量为2,887,751份，限售期为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9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9月22日出具了《关于同意九号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8号），同意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注

册申请。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70,409,170份，并于2020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

行完成后存托凭证总数704,091,670份，限售存托凭证646,427,534份，流通存托凭证57,664,136份。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存托凭证为公司公开发行限售存托凭证网下发行部分， 共涉及网

下配售摇号中签的31个获配账户，限售期为自公司公开发行的存托凭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6

个月，具体详见公司2020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九号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存托凭证数量为2,887,751份，现锁定

期即将届满，将于2021年4月29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限售存托凭证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属于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存托凭证， 自公司公开发行限售存托凭

证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属于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存托凭证， 各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存

托凭证限售期限为自公司存托凭证上市之日起六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存托凭证持

有人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存托凭证持有人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九号公司上述限售存

托凭证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中作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符合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本次限售存托凭证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存

托凭证持有人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九号公司本次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存托凭证数量为2,887,751份；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9日；

（三）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存托凭证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存托

凭证数量

（份）

持有限售存托

凭证占公司存

托凭证总份数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份）

剩余限售

存托凭证

数量（份）

1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09,928 0.0156% 109,928 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锦顺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锦汇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睿磐泰利六个月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7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ICCFT3

（QFII）

10,987 0.0016% 10,987 0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

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6,802 0.0052% 36,802 0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50,662 0.0072% 50,662 0

1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1,140 0.0073% 51,140 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2,096 0.0074% 52,096 0

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3,604 0.0105% 73,604 0

1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鑫润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552 0.0122% 85,552 0

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030 0.0122% 86,030 0

1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

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7,538 0.0153% 107,538 0

1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109,928 0.0156% 109,928 0

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消费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前海万科

REITs封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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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28 0.0156% 109,928 0

2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国证证券龙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价值共赢两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7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鑫荣稳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2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浙江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资基金

41,103 0.0058% 41,103 0

2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3,677 0.0133% 93,677 0

3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瑞阳股债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31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109,928 0.0156% 109,928 0

合 计 2,887,751 0.4101% 2,887,751 0

（四）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存托凭证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份） 限售期（月）

1 公开发行限售存托凭证 2,887,751 6

合计 - 2,887,751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司网下配售限售存托凭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宁波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

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21年4月22日起在宁波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

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C 007350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0

如上述基金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 投资者在宁波银行办理对

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

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宁波银行的有关规定。 宁波银行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宁波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74；

宁波银行网站：www.nbcb.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混合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持有期。 在基金份额的一年持有期到期

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投资者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转换转入的每份基金份额以其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确认日为一年持有期起始日，投

资者可自该基金份额的一年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如果投资者多次申

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该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赎回开放的时间可能不同，请投

资者关注持有份额的到期日，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

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162� � � � � � � �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1-020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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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1年5月6日15:00-16:00；

●说明会召开地点：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不设现场会议，互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

●说明会召开方式：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 平台中

“上证e访谈”栏目同公司互动；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30日16:00前，发送电子邮件至公司邮箱（dongban@tfzq.com）向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解答。

一、说明会类型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1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0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拟于2021年5月6日通过“上证e互动” 平台召开“天风证

券关于2020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说明会召开时间：2021年5月6日 15:00-16:00。

（二）说明会召开地点：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不设现场会议，互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

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三）说明会召开方式：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 平

台中“上证e访谈”栏目同公司互动。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余磊先生、董事兼总裁王琳晶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许欣先生、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

士等。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6日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

台（http://sns.sseinfo.com）中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30日16:00前，发送电子邮件至公司邮箱（dongban@tfzq.com）向

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解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7-87618867

邮箱：dongban@tfzq.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中的“上证e访

谈”专栏查阅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 � �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21-054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智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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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2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智先

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文智生

生所持有的4,940,000股股份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4月21日10时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

（网址：https://paimai.jd.com）进行司法拍卖。 现将本次司法拍卖的竞价结果披露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公司通过上海金融法院司法拍卖平台查询到的《网上竞价成交确认书》获悉：竞买人陈学东，身份

证号码****0379，京东账户：****6052，竞买代码：35171442，在京东网拍平台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

的“林文智持有的4,940,000股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9,562,800.00元，

请依照《竞买公告》《竞买须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法院裁定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均保持独立，因此，公司

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且公司的“三会”

运行正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合计持有公司363,235,389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0%，其中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362,423,635股，占实际控制人合

计持股数量的99.7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76%；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

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363,235,389股均已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 该等股份的司法处置存在

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风险。

3、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

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020�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1-019

公司债代码：143213� � � � � �公司债简称：17豫高速

公司债代码：143495� � � � � �公司债简称：18豫高01

公司债代码：143560� � � � � �公司债简称：18豫高02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乡村振兴）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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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8月28日，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

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中期票据。 2021年1月，公司收到交易商

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55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24亿元人民币

的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完成了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乡村振兴）的发行，募集资金于当日全额

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乡村

振兴）

简称

21中原高速MTN001

（乡村振兴）

代码 102100760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21年4月21日 兑付日 2024年4月21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3.79％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7 合规申购金额 16.5亿

最高申购价位 4.26% 最低申购价位 3.70%

有效申购家数 8 有效申购金额 5.5亿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51� � � � � � � � � �证券简称：易尚展示 公告编号：2021-019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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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1,000股，回购价格为19.7069元/股。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54,550,613股减至154,529,613股。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2017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2017年6月20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7年6月28日， 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7年7月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2017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17年9月18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登记事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

年9月20日.

7、2018年8月22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2018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和《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8、2019年9月2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19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9、2020年9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20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10、2020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

办法》及《公司章程》《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中相关规定：激励

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

注销。 “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中关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相关规定：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不

合格” ，公司将按照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

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原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对其所持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二）回购注销数量

原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决定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股本

总额154,550,613股的0.0136%。

（三）最终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中相关规定，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根据本次资金的使用期限，确定为三

年期，因此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为2.75%。

P1=P0×(1+2.75%×3)� =18.205×(1+2.75%×3)� =19.7069元/股

其中：P1为最终回购价格，P0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因此回购价格为19.7069元/股，回购金额合计为413,844.90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

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注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8,378,682 18.36% 21,000 28,357,682 18.3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126,171,931 81.64% -- 126,171,931 81.65%

三、股份总数 154,550,613 100.00% 21,000 154,529,613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全

力以赴为全体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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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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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39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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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86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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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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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银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周宏斌、独立董事罗斌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

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江震、石旭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缪蕾敏出席会议，副总经理王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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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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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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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0 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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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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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0,619,741 95.9480 4,249,230 4.0520 0 0.00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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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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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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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74,916 95.9053 4,294,055 4.094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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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65,416 95.7055 4,503,555 4.294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申请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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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21,846 99.9550 45,625 0.0435 1,500 0.001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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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05,937 99.9398 61,534 0.0586 1,500 0.0016

1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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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99,432 96.3101 3,869,539 3.6899 0 0.0000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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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4,868,171 99.9992 800 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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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00,739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8,526,882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940,550 99.9838 800 0.0162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731,050 99.9830 800 0.017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09,500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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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3,467,432 99.9965 800 0.0035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

司 2021年度

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23,467,432 99.9965 800 0.0035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 2021年

度薪酬的议

案》

19,174,177 81.7026 4,294,055 18.2974 0 0.0000

10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申

请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的

议案》

23,421,107 99.7991 45,625 0.1944 1,500 0.0065

11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23,405,198 99.7314 61,534 0.2622 1,500 0.0064

12

《关于增补非

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598,693 83.5115 3,869,539 16.4885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1、13项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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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事务所

律师：葛嘉琪、方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