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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1-111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

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根据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

相关项目发展需要，近日，公司与相关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公司下属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 （2019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促进业务发展，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实业” ）向廊坊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路支行(以下简称“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 )申请融资，融资金额不超过22,700万

元，由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不超过27,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

月。同时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荣盛” ）将持有的廊开国用（2009）第

119号土地使用权、廊坊市房权证廊开字第H4930号房产抵押给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为上述融资提供

抵押担保。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金额（万

元）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担保前可用担

保额度（万元）

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

额度（万元）

荣盛实业 77.41% 27,000 300,647 327,647 - -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各级全资、控股下属公司

超过70% - - - 4,515,489.50 4,488,489.5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荣盛实业；

成立日期：2009年5月27日；

注册地点：香河现代产业园和园路2号；

法定代表人：王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安防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

工；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建筑智能化系统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门窗、

幕墙的安装；装饰材料、石材的加工、销售；橱柜的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招标代理服务，工程

造价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销售及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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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间接持有荣盛实业100%股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072,335.88 830,115.40 242,220.47 105,347.36 -6,183.48 -5,657.28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担保方：公司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抵押担保方：开发区荣盛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开发区荣盛分别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签署《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

同》，为荣盛实业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27,000万元，担

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

3、保证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手续费及债权人为签订或履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

人和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险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

等）及其他的主合同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债务人补

足的保证金。

4、保证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上述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荣盛实业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该公司更好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荣盛实业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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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543.59亿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30%。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廊银和平路公保字2021第

092801号）；

3、开发区荣盛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廊银和平路公最高抵字2021第092801

号）。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836� � � � � � �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1-026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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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顺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顺圆”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顺圆弘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圆弘通” ）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顺圆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5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宁波顺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4月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年4月21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和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需要提供合计不超过50,000万元的担保额

度。 其中，拟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3,000万元，拟向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37,000万元。 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担保期限内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担保总额度。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顺圆弘通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顺圆

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如下：

2021年10月11日，公司、顺圆弘通少数股东宁波弘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与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以下简称“泰隆银行宁波江东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宁波顺圆与泰隆银行宁波江东支行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以上担保事项及金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顺圆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93FG24G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韶宇

成立日期 2017年8月15日

股本结构 顺圆弘通直接持有宁波顺圆100%股权，公司直接持有顺圆弘通51%股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路277号

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无船承运业务（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代

理报关、报检服务；运输代理咨询服务；多式联运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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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宁波顺圆的总资产为36,494.80万元，资产净额为7,823.09万元，负债总额为28,671.70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为385.6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8,671.70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6,617.29万元，净利润2,

445.82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宁波顺圆的总资产为51,700.45万元，资产净额为13,891.91万元，负债总额为37,808.5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1,472.1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7,808.54万元）；2021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42,390.18万元，

净利润6,068.82万元。 （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1：宁波弘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保证人2：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被担保人：宁波顺圆物流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2,500万元

保证范围：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银行发生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信

用卡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年费、手续费、违约金、追索费等费用）以及债权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差旅费、执行费等全部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

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公司为宁波顺圆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主要是满足其业务发展和战略实施的资金需

求，且宁波顺圆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为以上被担保对象提供相应额度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567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04%；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21-88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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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

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放弃表决权的81,951,500股和金国清先生放弃表决权的

24,560,000股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0月11日交易时间，即上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国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3,566,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24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2,856,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4.47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710,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1,515,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8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05,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710,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2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与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289,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16％；反对2,247,80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042％；弃权2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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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9,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4189％；反对2,247,80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473％；弃权2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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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729,1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86％；反对73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34％；弃权9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78,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080％；反对739,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4379％；弃权9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54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吴启迪、王妍；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1-136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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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6,435,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0.66%；本次质押解除后，虞仁荣先生剩余累计质押股份为134,022,000

股，占其持股比例的50.30%。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

韦豪” ）、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48,002,00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0.04%；本次质押解除

后，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74,022,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01%，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02%。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的通知， 虞仁荣先生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6,000,000股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本次解质股份 6,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9%

解质时间 2021年10月8日

持股数量 266,435,000

持股比例 30.6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34,022,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4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尚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有变动，虞仁荣

先生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绍兴韦豪 虞小荣

持股数量 266,435,000 80,839,009 728,000

持股比例 30.66% 9.30% 0.0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34,022,000 40,000,000 -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30% 49.48% -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42% 4.60%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1-137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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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25,154.93万元到365,154.93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52,497.60万元至192,497.60

万元，同比增加88.32%到111.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公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1,585.42万

元到321,585.42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2,964.56万元至162,964.56万元， 同比增加77.52%到

102.7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5,154.93万元

到365,154.93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52,497.60万元至192,497.60万元， 同比增加88.32%到

1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81,585.42万元到321,585.42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2,964.56万元至162,964.56万元，同比增加77.52%到102.74%。

（三）本次预计的公司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657.3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158,620.86万元。

（二）每股收益：1.84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深耕主营业务，通过不断丰富产品类型及清晰的市场定位，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以及通过各业务体系及产品线的整合，充分发挥各业务体系的协调效应，使得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主要为处置子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司对产业链上下游

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综合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增是否适当和审慎出

具专项说明。 公司不存在影响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39� � �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1-103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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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九号———建筑》的相关规定，现将2021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营经营数据

序

号

分

行

业

第三季度中

标项目数量

（个）

第三季度中标项

目金额（万元人民

币）

本年累计中

标项目数量

（个）

本年累计中标项

目合计金额（万元

人民币）

上年同期累计中标项目

合计金额（万元人民币）

同比增减

（%）

本年累计中标尚未签

合同项目合计金额

（万元人民币）

1 基建工程 25 694,838 89 5,325,538 2,521,651 +111% 514,154

2 房屋建设 9 123,365 18 284,433 175,332 +62% 2,384

3 其他 27 191 60 1,623 14,729 -89% 0

合计 61 818,394 167 5,611,595 2,711,712 +107% 516,538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的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上述经营指标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0039�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1-104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绵阳科技城新区直管

区片区开发项目（一期）投标的对外投

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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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与绵阳科技城新区直管区片区开发项目（一期）投标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拟与路

桥集团下属子公司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交公司” ）、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路航公司” ）以及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勘设

公司” ）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投标绵阳科技城新区直管区片区开发项目（一期）。 项目匡算总投资约为

150亿元，资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20%，约30亿元，绵阳科技城新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标合

作方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15%：85%，合作方需出资资本金约25.5亿元。 路

桥集团作为牵头人在项目公司持股75%， 路桥集团下属川交公司持股5%， 路桥集团下属路航公司持股

5%。 路桥集团包括下属子公司占项目公司股比共计85%，需出资资本金约25.5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编号为2021-098《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参与绵阳科技城新区直管区片区开发

项目（一期）投标的对外投资公告》。

此后，路桥集团、川交公司、路航公司、华东勘设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了该项目投标。 2021年10月10

日，公司收到招标人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路桥集团、川交公司、路航公司、华东勘设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成为绵阳科技城新区直管区片区开发项目（一期）中标人。 合作投资建设范围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

准，投资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片区内的道路、统建房、公建配套、金钟湖、科技之心湾心配套工程、科技

之心、供水、燃气等项目。 项目匡算总投资为150亿元，项目合作周期为15年。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 � �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21-112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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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林文智先生所持

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08）， 公司大股东林文智先生所持有的

52,000,000股公司无限售股股份于2021年10月8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9日10时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si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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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深圳中院司法拍卖平台查询到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获悉：竞买人北京天宇泽华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资质相关编号****0RX6，京东账户：****天宇泽华，在京东网拍平台以最高应价分别

竞得本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林文智所持有的‘ST冠福’（证券代码：002102）两笔均为26,000,000股股

票” ，请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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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以深圳中院出具的法院裁定为准。 具体竞拍情况如下：

竞买人 竞买代码 竞拍股数（股） 成交价格（元）

北京天宇泽华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26790987 26,000,000 93,940,000

126791672 26,000,000 99,140,000

合 计 52,000,000 193,080,000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均保持独立，因此，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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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股东林文智及一致行动人林福椿、林文洪合计持有公司227,537,328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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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 � �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21-113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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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近期收到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的《被害人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犯罪嫌疑人林文智、林文昌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一案，已由泉州市公安

局移送审查起诉，并向公司告知审查起诉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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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1-079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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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7月27日、8月18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为继续实施B股回购，2021年8月24日、2021

年9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实施并部分调整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详细情况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形式 （2020-047号、2020-048号、2020-049号、2020-063号、

2021-066号、2021-067号、2021-068号、2021-069号、2021-075号公告）进行了披露。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前期开立的B股回购银行专用账户有效期已满，无法继续使用。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已取得继续实施B股回购的购付汇业务核准件，正在推进购付汇相关工作。

2.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首次回购股份至2021年9月30日，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582,8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174%，最高成交价为2.21港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1.87港元/股，支付的自有资金总金额为20,552,943.96港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

九条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2020年11月4日至2021年9月30日回购股份期间，存在连续五个交易日内回购的数量超过公

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416,735股的25%的情况，具体原因说

明如下：

近年来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虹美菱B” 股价持续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B股的股价与公司实际价

值严重背离，公司的投资价值被低估。 公司在上述回购期间，回购股份数量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

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416,735股的25%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投

资价值的认可，旨在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权益，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

投资信心，推进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适时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1-101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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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11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10月11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数481,385,56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40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数481,385,5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403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数101,518,5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2％。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鉴

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提案，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

决，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方案的议案》：

本提案关联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托·华映光电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回避表决，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80,495,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2％；反对8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弃权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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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628,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36％；反对8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19％；弃权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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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见证律师姓名：贾宗达、卜德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均为会议通知公告中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185� � �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1-046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2021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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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 126号天津东凯悦酒店二层2号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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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5

H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1,421,2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1,421,284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581,798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83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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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1103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4825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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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XUEFENG� YU（宇学峰）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SHOUBAI� CHAO（巢守柏）主持。 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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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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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0,667,225 99.8029 258,108 0.1971 0 0.0000

其中：A股 60,518,430 99.8954 63,368 0.1046 0 0.0000

H股 70,148,795 99.7232 194,740 0.276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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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65,927 99.9579 55,357 0.0421 0 0.0000

其中：A股 60,526,441 99.9086 55,357 0.0914 0 0.0000

H股 70,839,4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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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10,230,951 99.3844 63,368 0.6156 0 0.0000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0,238,962 99.4623 55,357 0.5377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甄月能、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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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688513� � � � � �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1-041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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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武平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武平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武平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相

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辞职后，王武平先生仍担任公司行政中心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武平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查，公司于2021年10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王逸鸥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逸鸥先生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14期科创板董事会秘书培训， 考试成绩合格并获得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王逸鸥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

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不存在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等。

公司对王逸鸥先生的提名、聘任程序及董事会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我们同意聘任王逸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王逸鸥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8-86106668

电子邮箱：wyo@eastonpharma.cn

联系地址：成都高新区西源大道8号

邮政编码：611731

上网公告附件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2日

附件：王逸鸥先生简历

王逸鸥，男，198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金融

系硕士学位。 2015年7月至 2020�年1月，历任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00016.SZ）战略投资部经

理、战略投资部总监/负责人；2020年2月至2021年6月，就职于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任董事会

秘书兼战略发展部总监。 2021�年6�月加入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王逸鸥先生未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王逸鸥先生与公司 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