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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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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股份用途：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本次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回购价格：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无减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价格若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

购股票无法全部转让的风险，从而存在回购专户库存股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4、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具体内容如下：

一、 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1年9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回购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之（十六）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二、 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有效地将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的实现，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

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规定，公司拟实施股份回购，并全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

述用途，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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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及比例

本次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以回购价格上限18元/股测算， 本次回购数量下限为

555,556股，即不低于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2%；上限为1,111,111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5%，且上限未超过下限1倍。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

分红、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 该价格未超过董事会审议本次回购决议日前三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00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18元/股测算， 回购数量约为1,111,111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25%。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47,517,869 77.80 348,628,980 78.0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9,162,131 22.20 98,051,020 21.95

合计 446,680,000 100.00 446,680,000 100.00

注：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需以后续实际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的影响分析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40.3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4.21亿元。 若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

币2,000万元，根据2021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为0.50%、约占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为

0.83%。 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结合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发展规划等因素，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经营活动、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维护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为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形象。

本次股份回购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计制、激励公司员工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利于促进公司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

3、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债务履约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回购方案

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坏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方案具备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相关事项。

（十一）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

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本次回购决议前6个月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1年9月27日，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

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并得到回复：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无减持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

关程序予以注销。 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如果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未能

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则就该等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届时亦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债权人通知等程序。

（十五）关于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实施回购股份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

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2、办理相关报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相关的所有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

司董事会等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根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登记备案；

6、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 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公司股票价格若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

购股票无法全部转让的风险，从而存在回购专户库存股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4、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4397254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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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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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3.6亿元到4.2亿元之

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减少65.20%到70.17%；其中，公司第三季度（7-9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3.46亿元到-2.86亿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减

少163.41%到176.72%。

2.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原因：2021年煤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尤其自年中以来，煤价持续飙升且达

到历史高位，导致公司所属燃煤电厂普遍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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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亿

元到4.2亿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7.87亿元到8.47亿元，同比减少65.20%到

70.17%。 其中，公司第三季度（7-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3.46亿元到-2.86亿元之

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减少7.37亿元到7.97亿元，同比减少163.41%到176.72%。

2021年前三季度（1-9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2.7亿元

到3.2亿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8.27亿元到8.77亿元，同比减少72.10%到

76.46%。 其中，第三季度（7-9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4.0

亿元到-3.5亿元之间，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预计减少7.79亿元到8.29亿元， 同比减少

181.59%到193.24%。

2． 由于公司2021年收购了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日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上年同期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经重述后的财务报表数据相比，将减少7.89亿元到8.49亿元，同比减少65.26%到70.2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经重述后的财务报表数据相比， 将减少8.27亿元到

8.77亿元，同比减少72.10%到76.46%。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2020年1-9月）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11.47亿元；每股收益0.4234元。

（二）上年同期经重述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47亿元；每股收益0.4243元。

三、影响本期业绩的主要原因

公司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煤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尤其自年中以来，煤价持续飙升

且达到历史高位，导致公司所属燃煤电厂普遍亏损。 公司1-9月煤折标煤单价约1050元/吨（含税），较

上年同期上涨约45%，其中，7-9月煤折标煤价超过1200元/吨（含税），较上年同期上涨超过70%。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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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 � � � �编号：临2021-8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十

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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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发行了2021年度第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

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十五期超短

期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

称

21沪电力SCP015

代码 012103671

债务融资工具期

限

156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总额 14亿元/人民币

起息日 2021年10月13日 兑付日 2022年3月18日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票面利率

（年化）

2.56%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编号：临2021-8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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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1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1年1-9月，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447.90亿千瓦时，同比上升22.37%，其中煤

电完成311.8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7.58%，气电完成47.34亿千瓦时，同比上升29.68%，风电完成58.57亿

千瓦时，同比上升59.43%，光伏发电完成30.10亿千瓦时，同比上升9.35%；上网电量426.04亿千瓦时，同

比上升22.61%；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50元/千瓦时，同比基本持平。

2021年1-9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174.63亿千瓦时，同比上升26.15%。 其中直供交易电量（双

边、平台竞价）152.86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2.90%；短期交易（含备用市场）4.4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9%；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让）等17.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0.44%。

公司发电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受年初寒潮、夏季高温和上年同期疫情影响，煤电机组发电量同比增

长；以及新能源项目新增容量释放产能，发电量同比增长。

（注：由于公司2021年收购了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日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上网电量等进行了追

溯调整。 ）

公司所属各电厂2021年1-9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83.8820 79.5633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55.6649 53.6028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38.6458 36.4518

吴泾热电厂 19.7299 18.3153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9.0475 26.5626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959 1.0183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82.7945 79.0354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9288 0.6556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7.5558 26.7352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3.7886 3.6791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9.4395 9.1171

罗泾燃机发电厂 0.6186 0.6022

哈密燃机 5.7350 4.9813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 0.2061 0.1100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8365 1.7953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9554 0.9350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6300 0.6188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6209 0.6114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4655 1.4375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1.2698 1.2279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8891 0.8629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6.8750 6.5615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1.1978 1.1840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5623 1.5111

黑山风电 0.8493 0.8280

蒋家沙风电 6.1860 6.1087

平南风电 0.7350 0.7167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6.7663 6.6409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1.2494 1.2228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6487 0.6371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9358 10.3439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1942 2.1554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2.8768 2.7947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陈家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1925 1.1505

滨海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9659 6.7451

如东和风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4817 -

如东海翔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1836 -

光伏发电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5398 0.5339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617 0.1600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913 0.0906

江苏泗阳光伏发电 0.0521 0.0510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937 0.0927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2050 0.2030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422 0.0417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4965 0.4850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6408 0.6232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5250 0.5222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1324 0.1305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5296 0.5250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2623 0.2561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860 0.0852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1874 0.1860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4757 0.4664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227 0.0223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505 0.0499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3642 0.3604

日本伊贺谷光伏发电 0.0160 0.0159

日本那须乌山光伏发电 0.3686 0.3649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512 0.0502

秦皇岛宏伟光伏 0.1975 0.1891

秦皇岛冀电光伏 0.1918 0.1845

山东寿光光伏 0.2451 0.2435

山东德州光伏 0.2661 0.2538

贵州盘县光伏 0.5093 0.5023

湖州宏晖光伏 0.5639 0.5536

湖北随州光伏 0.0746 0.0737

山东海阳光伏 0.2017 0.1903

海安滨海光伏 0.0999 0.0957

海安金轩光伏 0.0526 0.0517

海安云星光伏 0.0611 0.0604

宿迁泗洪光伏 0.1403 0.1382

湖南涟源光伏 0.1595 0.1562

湖北孝感光伏 0.3815 0.3780

山东郓城光伏 0.2821 0.2770

漕泾移动式光伏 0.4895 0.4869

湖南华容一期 0.4020 0.3967

湖南华容二期 0.4045 0.4003

广西武鸣光伏 0.5394 0.5312

河南万邦光伏 0.5305 0.5197

湖北荆门光伏 0.2024 0.1979

湖北当阳光伏 0.7785 0.7620

海安升义光伏 0.0073 0.0066

海安天朗光伏 0.0092 0.0084

海安德宇光伏 0.0076 0.0069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5 0.0014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32 0.0031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116 0.0113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2381 0.2368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1191 0.1180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2353 0.2338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2353 0.2343

广东肇庆光伏 0.0718 0.0708

海南屯昌光伏 0.6133 0.6054

河北尚义光伏 0.2322 0.2274

河北丰宁光伏 0.3961 0.3915

江苏宝应光伏 1.0356 1.0305

崇明学校光伏 0.0027 0.0018

湖南祁阳玉柏岭光伏电站 0.2063 0.2048

湖南祁阳豪冲光伏电站 0.2043 0.2022

湖南祁阳张家岭光伏电站 0.2023 0.2009

湖南湘阴光伏电站 0.5721 0.4148

湖南汨罗光伏电站 0.3479 0.2601

广西武宣光伏电站 0.1940 0.1927

广东封开光伏 0.3103 0.3056

贵州赫章光伏 0.2732 0.2653

云南红河光伏 0.3840 0.3778

云南巧家光伏 0.7890 0.7708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0966 0.0954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180 0.2180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191 0.7145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3986 0.3986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066 0.1066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01 0.0801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2572 0.2556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917 0.0917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2918 2.2918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45 0.0633

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 0.0593 0.0590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808 0.0807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1234 0.1234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281 0.0281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134 0.0134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232 0.0232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148 0.0148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202 0.0202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303 0.0303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101 0.0101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897 0.0897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441 0.0441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68 0.0068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125 0.0125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4259 0.4259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0656 0.0656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1565 0.1565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929 0.1929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80 0.0080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762 0.0762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528 0.0528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967 0.0967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1039 0.1039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94 0.0094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863 0.0863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658 0.0658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657 0.0657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859 0.0859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417 0.0417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3172 0.3172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303 0.0303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93 0.0193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1034 0.1034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372 0.0372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114 0.0114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1276 0.1276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607 0.0607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570 0.0570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2331 0.2331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2500 0.2500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133 0.0133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381 0.0381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567 0.0567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214 0.0214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871 0.0871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455 0.0455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73 0.0173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6532 0.6532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8445 0.8445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1.1103 1.1103

浙江衢州通恒光伏电站 0.0216 0.0216

青田龙脊光伏电站 0.1949 0.1949

缙云县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164 0.1164

建德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358 0.1358

国家电投集团绍兴上虞华凯新能源有限公司 0.0531 0.0531

王牌光伏电站 0.0131 0.0131

松江启迪电站 0.0012 0.0012

红地光伏站 0.0551 0.0551

国家电投集团宁波诚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281 0.0281

国家电投集团宁波甬慈能源开发投资公司 0.0245 0.0245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阚

山电厂”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长兴岛热电” ）另有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其中外高桥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40万千

瓦时，阚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295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40万千瓦时，长兴岛

热电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22万千瓦时。

二、2021年前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12.97万千瓦。 其中：

江苏如东H4海上风电投产3.6万千瓦， 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投产2万千瓦， 松江启迪光伏投产

0.0515万千瓦，红地光伏投产2.106万千瓦、兰溪万舟四期光伏投产0.136万千瓦，黄沙塘光伏投产2.52万

千瓦，慈溪慈兴光伏投产0.129万千瓦，慈溪中大光伏投产0.051万千瓦，慈溪世捷光伏投产0.0405万千

瓦，慈溪横模光伏投产0.0504万千瓦，慈溪容大光伏投产0.0396万千瓦，慈溪兆晶光伏投产0.1617万千

瓦，慈溪阿尔特光伏投产0.054万千瓦，慈溪中环光伏投产0.039万千瓦，慈溪吉盛光伏投产0.192万千瓦，

一恒牧业光伏投产1.434万千瓦，慈溪新美居光伏投产0.378万千瓦。

截至2021年9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709.44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50.11%，其中：煤

电852.80万千瓦、占比49.89%，气电239.82万千瓦、占比14.03%，风电309.5万千瓦、占比18.10%，光伏发

电307.32万千瓦、占比17.98%。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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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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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0年9月2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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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

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0年9月22日，公司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0-051），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郑馥丽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0年9月22日至2020年10月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

异议。 2020年10月9日，公司披露了《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

2020-055）。

（四）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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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五） 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0年10月20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59）

（六）2020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披露

了 《关于向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6）。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1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

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八）2021年5月18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议案》。

（九）2021年6月1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完成回购注销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8,300股，公司股份

总数由411,837,400股变更为411,819,100股。

二、本次预留权益失效的原因及数量

2020年10月14日，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本次预留44.91万股限制性股票，应当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12个月内授出，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

效。

截至本公告日，自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超过 12个月，本次激励计

划预留的44.9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尚未明确，预留权益失效。

三、本次预留权益失效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预留权益失效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尽力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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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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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3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广场15

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永前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95,433,689股，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一）、议案（二）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95,433,689股，议案（三）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24,636,74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445,111,097股。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370,797,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份总数的83.3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4,313,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

的16.70%。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3人，代表

股份4,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0.0010%。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445,108,39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 反对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286%；反对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7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二）审议关《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同意445,108,39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 反对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286%；反对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7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三）审议《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业机会的议案》

同意74,314,1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关联方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陈思佳、霍晴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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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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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报告期（2021年1-9月） 上年同期（2020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38,000—39,000万元 重组前 重组后

与上年同期重组前数据相比 与上年同期重组后数据相比

盈利：

2,332.60万元

盈利：

24,972.66万元[注1]

比上年同期增长：

1529.08%至1571.95%

比上年同期增长：52.17%至

56.1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78元/股—0.80元/股 0.11元/股 0.51元/股

（1）2021年度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注1：上年同期重组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经营数据。

（2）2021年度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报告期（2021年7-9月） 上年同期（2020年7-9月）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7,036—18,036万元 重组前 重组后

与上年同期重组前数据相比 与上年同期重组后数据相比

盈利：

1,322.62万元

盈利：

15,014.31万元[注2]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8.05%至1263.66%

比上年同期增长：13.47%至

20.1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5元/股—0.37元/股 0.06元/股 0.31元/股

注2：上年同期重组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对比上年同期重组前业绩增幅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重组标的公司浙江农资集团

有限公司资产注入，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从而带来业绩的大幅增长。

2、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对比上年同期重组后业绩增幅也较大，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开工延后，

市场需求低迷。 今年公司提前规划，做好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安排，农业综合服务、汽车商贸服务和医药生产销售各项业务有序

开展，经营质量稳步提升。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化肥、农药、汽车整车等主要经营产品的市场景气度持续向好，公司优化内部管理，紧

抓市场机遇，提升经营规模，实现2021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较快增长。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2、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85� �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2021-053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各类补助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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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自2021年7月9日起至2021年10

月13日止，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共计247.92万元。 详见下表：

单位：元

种类

2021年7月9日至10

月13日收到补助金额

列报项目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

相关

计入 2021年7月9日至10

月13日损益金额

“菜篮子”连锁超市补贴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133,333.32

2017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引导

投资资金计划（多点APP）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500,000.01

2018年商业网点扶持项目

（宝迪店）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13,340.19

F2B2C、B2B及智慧超市体系

建设项目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83,333.31

城市共同配送试点项目专项

资金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79,489.80

服务业引导资金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14,285.70

冷链物流综合示范项目专项

资金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300,000.00

商业网点建设和菜市场建设

项目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46,309.50

现代物流业发展项目专项资

金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7,299.27

线上线下一体化商业社区生

活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124,999.98

现代物流发展专项资金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62,499.96

燃气锅炉补贴 250,000 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4,273.52

西宁广场店平价蔬菜肉食补

贴

52,808.15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52,808.15

“绿色商场“项目奖励资金 50,000.00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50,000.00

疫情防控补贴款 14,002.84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14,002.84

稳岗补助 106,095.43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106,095.43

以工代训补贴 887,140.00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887,140.00

合计 1,360,046.42 2,479,210.98

注：以上补助的主要相关政府批文

1、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银川市燃气锅炉低氮改造项目（第一批）资金补助企业名单进行公

示的通知》；

2、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

支持计划的通知》（宁人社发【2020】58号）；

3、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围政策的通知》（青人社厅

发【2021】50号）。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1年7月9日至2021年10月13日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合计136万元（与收益相关），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按形成资产的折旧年

限摊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预计各项政府补助（含往年政府补助递延收益）影

响公司2021年7月9日至2021年10月13日损益247.92万元。 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注册会计师最终

审计为准。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 � � � � �证券简称：*ST雅博 公告编号：2021-081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达到或者超过1%的公告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季奎余

住所 盐城市青年西路8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10月12日

股票简称 *ST雅博 股票代码 002323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050 1.41

合 计 1050 1.4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7,325.77 9.82 6275.77 8.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25.77 9.82 6275.77 8.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季奎余

2021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 �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2021-063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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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2021年9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

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50）、《安徽新力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1）。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安徽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05022576T

企业名称：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朱金和

注册资本：伍亿壹仟贰佰柒拾贰万柒仟陆佰叁拾贰圆整

成立日期：2007年06月27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26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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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代理；供用链管理服务；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

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结构制造；

金属结构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