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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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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银行反馈回来的借款、担保合同材

料，具体如下：

2021年4月27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县支行 （以下

简称“农业银行万年支行” ）签署了柒仟伍佰万元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36010120210001727号，借款

期限为2021年4月27日至2022年4月26日。 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合同编号为：36100120210015780。

2021年4月27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县支行签署了

伍仟万元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36010120210001728号，借款期限为2021年4月27日至2022年4月26

日。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36100120210015786。

以上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6%,上述担保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授权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1年合并报表范围

内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463,100.00万元。 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和间接

控股子公司， 以下同） 担保不超过180,000.00万元，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不超过172,

800.0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担保不超过109,3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

担保不超过1,000.0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35,274.49�万元。 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担保45,249.49� 万元， 子公司为公司担保42,500.00� 万元，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担保46,

925.00�万元，公司或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担保60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9月5日；注册地点：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法定

代表人：林榕；注册资本：柒亿玖仟柒佰叁拾柒万叁仟陆佰柒拾捌元整。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商品混

凝土及相关建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水泥技术咨询、服务；设备、房产租赁；经营煤炭、石灰石、水泥生

产所用的工业废渣；经营生产所需的辅助材料；经营机电设备及其配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2020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15,139,094,946.07

5,792,329,

649.81

9,346,765,

296.26

12,529,016,

827.43

2,861,228,

368.37

2,196,801,144.66

2021年1-3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21年3月31日 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15,487,757,011.95

5,691,083,

452.35

9,796,673,

559.60

2,710,232,

212.61

588,546,

940.89

443,272,929.26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6100120210015780)主要条款。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县支行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为确保债权人与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主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为

36010120210001727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当事人各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本

金数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为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

2、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5、争议的解决：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可由各方协商解决，也可向债权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二）《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6100120210015786)主要条款。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县支行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为确保债权人与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主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为

36010120210001728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当事人各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本

金数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2、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5、争议的解决：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可由各方协商解决，也可由债权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或总经理或总

会计师签署有关文件、在授权额度内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借款和担保主体、选择金融机构。 本次担保是

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第三方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135,274.4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1.16%；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审批文件;

2、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517� � �证券简称：国网英大 公告编号：2021-029号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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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英大国际大厦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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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04,82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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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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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长杨东伟先生主持。现场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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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11人，部分董事因公务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部分监事因公务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牛希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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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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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0,129 0.0047 613,400 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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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0,129 0.0047 613,400 0.0136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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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0,129 0.0047 613,400 0.01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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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0,129 0.0047 613,400 0.0136

5、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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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48,448 99.7922 75,229 0.0228 608,800 0.18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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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148,411 99.9849 70,629 0.0016 608,800 0.01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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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148,411 99.9849 70,629 0.0016 608,800 0.01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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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148,411 99.9849 70,629 0.0016 608,800 0.0135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有关担保手续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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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143,811 99.9848 70,629 0.0016 613,400 0.0136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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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148,411 99.9849 70,629 0.0016 608,800 0.0135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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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48,448 99.7922 70,629 0.0215 613,400 0.1863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英大证券发行次级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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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143,811 99.9848 75,229 0.0017 608,800 0.0135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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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4,729 0.0048 608,800 0.0135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分配及2021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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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4,729 0.0048 608,800 0.0135

1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分配及2021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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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4,311 99.9817 214,729 0.0048 608,800 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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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23,561,361 97.1787 75,229 0.3103 608,800 2.5110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23,565,961 97.1977 70,629 0.2913 608,800 2.5110

9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有关

担保手续的议案

23,561,361 97.1787 70,629 0.2913 613,400 2.5300

1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3,565,961 97.1977 70,629 0.2913 608,800 2.5110

11

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23,561,361 97.1787 70,629 0.2913 613,400 2.5300

13

关于为公司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

案

23,421,861 96.6034 214,729 0.8856 608,800 2.5110

14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分配及

2021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23,421,861 96.6034 214,729 0.8856 608,800 2.5110

15

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分配及

2021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23,421,861 96.6034 214,729 0.8856 608,800 2.51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5、1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747,

456,382股份，关联股东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28,138,981股份，依法回避表决；议案5、

11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

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杰利、刘川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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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23� � � � � � � �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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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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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

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

14日（星期五）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1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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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许统广董事长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163,321,76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415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62,802,8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19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18,9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3,26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5％；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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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51％；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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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3,26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5％；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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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51％；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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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3,25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7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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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95％；反对7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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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3,25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7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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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95％；反对7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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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同意163,26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5％；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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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51％；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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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分红规划

（1）表决情况：同意163,25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7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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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95％；反对7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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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2021年度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中介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3,26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5％；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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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8,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51％；反对6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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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颺、张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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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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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于2021年5月18

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度（第六十六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公告内容可参见2021年4月27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10）和《关于拟实施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0）。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4月26日）的前十

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以及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1年5

月1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26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00 12.18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00 4.45

3 成都万景投资有限公司 25,195,247.00 4.26

4 #谢碧祥 8,721,210.00 1.47

5 #杨松丽 5,150,100.00 0.87

6 李跃明 4,439,700.00 0.75

7 #方嵘 3,819,000.00 0.65

8 #赵丽萍 3,126,127.00 0.53

9 #陈离剑 2,300,300.00 0.39

10 #庄景坪 2,256,808.00 0.38

注：股东名称前标注“#” 的持有人为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下

同）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26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00 12.18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00 4.45

3 成都万景投资有限公司 25,195,247.00 4.26

4 #谢碧祥 8,721,210.00 1.47

5 #杨松丽 5,150,100.00 0.87

6 李跃明 4,439,700.00 0.75

7 #方嵘 3,819,000.00 0.65

8 #赵丽萍 3,126,127.00 0.53

9 #陈离剑 2,300,300.00 0.39

10 #庄景坪 2,256,808.00 0.38

三、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00 12.18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00 4.45

3 成都万景投资有限公司 25,195,247.00 4.26

4 #谢碧祥 8,721,210.00 1.47

5 #杨松丽 5,150,100.00 0.87

6 李跃明 4,439,700.00 0.75

7 #庄景坪 4,008,888.00 0.68

8 #方嵘 3,819,000.00 0.65

9 #赵丽萍 3,126,127.00 0.53

10 #陈离剑 2,300,300.00 0.39

四、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00 12.18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00 4.45

3 成都万景投资有限公司 25,195,247.00 4.26

4 #谢碧祥 8,721,210.00 1.47

5 #杨松丽 5,150,100.00 0.87

6 李跃明 4,439,700.00 0.75

7 #庄景坪 4,008,888.00 0.68

8 #方嵘 3,819,000.00 0.65

9 #赵丽萍 3,126,127.00 0.53

10 #陈离剑 2,300,300.00 0.39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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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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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副 71�号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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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990,1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99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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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5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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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刘晓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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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高仁孝先生、吕浩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刘骞峰、王小伟、王银彬、张波、钱晓波列席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渭南瑞联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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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7,459 99.9900 2,712 0.0100 0 0.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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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渭南瑞联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原料药项目的议

案》

31,852 92.1537 2,712 7.846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达、佀荣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现场

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5日

●报备文件

（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ST大洲 公告编号：临2021-049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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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 ）前期已披露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诉讼案件共32起，涉案金额合计9,607,024.79元。案由为2020年1月，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海南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作为投资者，买卖本公司股票发生亏损，遂向法院起诉要

求本公司赔偿其损失。相关内容详见2020年3月19日、5月28日、7月18日、7月23日、8月22日、10月21日

及2021年1月26日、4月21日本公司披露的相关诉讼案件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0-045、临

2020-098、临2020-120、临2020-124、临2020-135、临2020-155、临2021-005、临2021-032。

2021年1月12日、1月19日、1月26日本公司分别披露了上述案件中的18起一审判决情况， 相关内

容详见披露的 《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编号：临

2021-001、临2021-003、临2021-005）。

二、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32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中又有3起一审已判决。

本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收到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3份《民事判决书》（（2020）

琼01民初465号、（2020）琼01民初466号、（2020）琼01民初467号）。

（一）其中《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465号）判决情况：

“原告：李长山，被告：新大洲。 判决如下：

1、 被告新大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李长山造成的经济损失

1304.61元；

2、驳回原告李长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0.40元，由原告李长山负担349.22元，被告新大洲负担21.1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二）其中《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466号）判决情况：

“原告：黄海明，被告：新大洲。 判决如下：

1、 被告新大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黄海明造成的经济损失

5792.16元；

2、驳回原告黄海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9.55元，由原告黄海明负担703.15元，被告新大洲负担11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三）其中《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467号）判决情况：

“原告：冯济强，被告：新大洲。 判决如下：

1、 被告新大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冯济强造成的经济损失

20448.95元；

2、驳回原告冯济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21.33元，由原告冯济强负担1064.93元，被告新大洲负担45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四）以上3起判决赔偿金额统计如下：（单位：元）

序

号

案号

当事人姓

名

起诉金额（最终）

法院判决赔偿损

失

判决赔偿诉讼

费金额

判决赔偿总金额

1 （2020）琼01民初465号 李长山 22,816.00 1,304.61 21.18 1,325.79

2 （2020）琼01民初466号 黄海明 40,782.00 5,792.16 116.40 5,908.56

3 （2020）琼01民初467号 冯济强 68,853.00 20,448.95 456.40 20,905.35

合计 132,451.00 27,545.72 593.98 28,139.70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存在的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 (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 (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1

2021年4月，本公司诉许树茂，诉请判令被告向原

告赔偿损失共计100万美元以及相应资金占用成

本、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由：2019年1月，公司时任总裁许树茂未经

事先背景调查、未经本公司内部审核，擅自牵头组

织实施与案外人TOGETHER�(HK)�INTERNAL�

INVESTMENT�LTD（简称香港公司）间的牛肉

采购交易。 在未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安排于2019

年1月21日直接向香港公司支付100万美元。 在前

述货款支付后，未跟进督促香港公司履行合同，截

至2021年4月本公司仍未收到任何货物， 或收回

任何采购款。

786.59 一审中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次3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本公司需承担赔偿损失、案件受理费

等合计金额为28,139.70元， 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上述 （2020） 琼01民初465号、

（2020）琼01民初466号、（2020）琼01民初467号判决，本公司拟提起上诉。 本公司认为《行政处罚决

定书》认定的三项违规担保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程序，存在担保无效的情形，其中鑫

牛基金案、张天宇案件已判决本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在自查中发现并进行了披露。 从股价走

势看，上述信息披露后公司股价稳定，难以判断相关行为对投资者造成了损失。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2021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李长山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465号；黄海明诉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466号；冯济强诉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467号。

2、本公司诉许树茂案件之《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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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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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武侯区少陵路19号成都燃气总部大楼2楼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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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0,84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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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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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罗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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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出席13人，其中，公司董事4人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公司监事2人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熊莉娜出席会议；其他未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6人和见证律师2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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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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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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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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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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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0 0.0000

6.01、议案名称：与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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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829,966 99.9954 17,700 0.0046 0 0.0000

6.02、议案名称：与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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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829,966 99.9959 17,700 0.0041 0 0.0000

6.03、 议案名称： 与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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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829,966 99.9971 17,700 0.0029 0 0.0000

6.04、议案名称：与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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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0 0.0000

6.05、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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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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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29,966 99.9975 17,700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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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与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其他

关联企业2020年度日常

关联 交 易 执行情 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

200 1.1173 17,700 98.8827 0 0.0000

6.02

与华润燃气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所属的其他关联

企业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0 1.1173 17,700 98.8827 0 0.0000

6.03

与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所属 的其 他 关联 企业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0 1.1173 17,700 98.8827 0 0.0000

6.04

与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

司、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

关 联 交 易 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

200 1.1173 17,700 98.8827 0 0.0000

6.05

与其他关联方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

200 1.1173 17,700 98.8827 0 0.0000

7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200 1.1173 17,700 98.882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6、7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上述第6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且需要逐项表决：子议案6.01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

称：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议案6.02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华润燃气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子议案6.03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4、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臻、唐千惠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CLO2021BJ（法）字第05100号）。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