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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

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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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9,648,175股

●发行价格：5.77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的相关议案。

2020年6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2021年5月24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

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

2020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年10月23日， 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95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64,623,483股股票。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39,648,175股

3、发行价格：5.77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228,769,969.75元

5、发行费用（不含税）：6,289,732.41元

6、募集资金净额：222,480,237.34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21年10月13日，11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获配的全额资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1)0048号），截至2021年10月13日止，中信证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

非公开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228,769,969.75元。

2021年10月14日， 中信证券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后的剩余资金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根据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1)0047号），截至2021年10月14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39,648,175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228,769,969.7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6,289,732.41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222,480,237.34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9,648,175元，资本公积人民币182,832,062.34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五）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承销商）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

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95号）和公司有关本次发

行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缴款通知书》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以及《西安曲江文化旅游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

2、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追加申购单》《缴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方案》的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

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以

及《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本次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398,613 59,999,997.01 6

2 李永杰 5,199,306 29,999,995.62 6

3 吕鹏 5,199,306 29,999,995.62 6

4 王平 4,332,755 24,999,996.35 6

5 俞元省 3,466,204 19,999,997.08 6

6 北京光影梦幻城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466,204 19,999,997.08 6

7 张有贤 2,079,722 11,999,995.94 6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06,412 10,999,997.24 6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33,102 9,999,998.54 6

10 万志毅 1,000,000 5,770,000.00 6

11 朱蜀秦 866,551 4,999,999.27 6

合计 39,648,175 228,769,969.75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

交易日顺延）。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16层1606

法定代表人 沙晓岚

注册资本 13,694.0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41558466W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舞台灯光设计；舞台灯光设备租赁；安装、调试舞台设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承办展览展

示；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

公用房；文艺创作；会议服务；影视策划；组织体育赛事；公共关系服务；市场调查；服装设计；摄影服务；文艺表演；票务

代理；电影摄制；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工程勘察设计；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

06月21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李永杰

姓名 李永杰

身份证号码 610524************

住址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

3、吕鹏

姓名 吕鹏

身份证号码 371521************

住址 济南市市中区

4、王平

姓名 王平

身份证号码 620402************

住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5、俞元省

姓名 俞元省

身份证号码 330725************

住址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

6、北京光影梦幻城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光影梦幻城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3号3号楼4925房间

法定代表人 李颖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5530931479

经营范围

工程勘查设计；工程监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经济信息咨询；包装装潢设计；电脑动画设计；规划管

理；筹备、策划、组织展览、晚会、大型庆典、艺术大赛、文化节；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形象策划；销售电子产品、音响器材、照明器材。（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张有贤

姓名 张有贤

身份证号码 620302************

住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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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资本 890,794.8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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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志毅

姓名 万志毅

身份证号码 430422************

住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11、朱蜀秦

姓名 朱蜀秦

身份证号码 511902************

住址 成都市成华区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认购对象不存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4,511,121 53.16

2 周宇光 2,505,406 1.16

3 章安 2,066,459 0.96

4 卢冬芳 1,878,580 0.87

5 北京通三益保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029,600 0.48

6 张有贤 850,000 0.39

7 上海宏开升集装箱有限公司 720,000 0.33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成长多因子量化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628,700 0.29

9 周爽 611,840 0.28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00,400 0.28

合计 125,402,106 58.2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4,511,121 44.90

2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398,613 4.08

3 李永杰 5,199,306 2.04

4 吕鹏 5,199,306 2.04

5 王平 4,332,755 1.70

6 俞元省 3,467,204 1.36

7 北京光影梦幻城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466,204 1.36

8 周宇光 3,217,206 1.26

9 张有贤 2,929,722 1.15

10 章安 2,066,459 0.81

合计 154,787,896 60.6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39,648,17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21,200 0.89% 39,648,175 41,569,375 16.3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3,490,410 99.11% - 213,490,410 83.70%

合计 215,411,610 100.00% 39,648,175 255,059,78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39,648,17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

控股股东仍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2、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3、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大唐芙蓉园夜游系列水舞光影秀、《梦回大唐》黄金版、御宴宫提升改造和补充流动资金及

偿还银行贷款，这些项目均围绕公司主业开展，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减缓公司营运资金压力，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

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5、对公司高管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6、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

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韩昆仑、李建

项目协办人：张佳玮

项目组成员：吴欣键、杜洁琪、侯江峰、张翼

联系电话：010-60833500

传真：010-60833500

2、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孙林、钟晓敏

联系电话：0755-23993388

传真：0755-86186205

3、审计机构

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六层

负责人：吕桦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毅辉、李娟红

联系电话：029-83620193

传真：029-83621820

4、验资机构

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六层

负责人：吕桦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毅辉、李娟红

联系电话：029-83620193

传真：029-8362182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曲江文旅

股票代码：600706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168号雁翔广场1号楼9层

通讯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168号雁翔广场1号楼9层

股份变动性质：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减少），持股数量不变，未发生主动增持或减持行为。

签署日期：2021年10�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曲江文旅 指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投资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曲江文旅实施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导致总股本增加， 旅游投资集团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4.90%；曲江文旅间接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

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及曲江文旅实际控制人西安曲江新区管理

委员会在曲江文旅中拥有权益相应变化

曲江文投 指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旅游投资集团唯一股东

曲江文控 指 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为曲江文投唯一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曲江文旅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 指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3757829312H

注册地址/住所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168号雁翔广场1号楼9层

法定代表人 臧博

成立时间 2004-7-14

经营期限 2004-7-14至长期

注册资本 48,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商业

项目的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工程项目管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销

售；酒店的建设；特种设备项目的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建设、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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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168号雁翔广场1号楼9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别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臧博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曲江文旅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贾育平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王晓媛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中国 无

薛海军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曹智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赵琳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因曲江文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9,648,175股， 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曲江文旅总股本由215,411,610股增加至255,059,785股。 曲江文旅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但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其总持股比例由53.16%被动稀释为44.90%，被动稀释约8.26%。

旅游投资集团唯一股东曲江文投、曲江文投唯一股东曲江文控，及曲江文旅实际控制人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曲江文旅中拥有

权益相应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

划。 未来如有进一步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95号）核准，曲江文旅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39,648,175股， 曲江文旅于2021年10月18日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并已于

2021年10月21日办理完毕，曲江文旅总股本由215,411,610股增加至255,059,785股。

发行前，旅游投资集团持有曲江文旅114,511,121股股票，持股比例53.16%，本次发行完成后，旅游投资集团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但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为44.90%，被动稀释约8.26%。

旅游投资集团唯一股东曲江文投、曲江文投唯一股东曲江文控，及曲江文旅实际控制人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曲江文旅中拥有

权益相应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化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旅游投资集团 114,511,121 53.16% 114,511,121 44.9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旅游投资集团持有曲江文旅无限售流通股114,511,121股，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本报告书出具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曲江文旅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相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臧博

签署日期：2021�年10月22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放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曲江文旅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臧博

签署日期：2021�年10月22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

股票简称 曲江文旅 股票代码 6007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不变，但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未参与曲江文旅非公开发行股票，持有股数不变，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114,511,121股

持股比例： 53.1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 0

变动比例： -8.2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臧博

签署日期：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06�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2021-056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5%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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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8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695号）。 公司现已完成本次发行工作，新增的39,648,175股有限售条件股票的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公司总股本由215,411,610股增加至255,059,785股。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投资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比例从53.16%降低至44.90%，被动稀释约8.26%。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实施2019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导致股份增加而被动稀释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对公司的治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关于核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2695号）。 公司现已完成本次发行工作，新增的39,648,175股有限售条件股票的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公司总股本由215,411,610股增加至255,059,785股。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投资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比例从53.16%

降低至44.90%，被动稀释约8.26%；发行前后旅游投资集团持股股数不变。

二、 发行前后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一）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3757829312H

注册地址/住所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168号雁翔广场1号楼9层

法定代表人 臧博

成立时间 2004-7-14

经营期限 2004-7-14至长期

注册资本 48,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商业

项目的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工程项目管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销

售；酒店的建设；特种设备项目的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建设、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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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168号雁翔广场1号楼9层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9,648,175股，已于2021年10月18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

记托管手续，并于2021年10月21日办理完毕，公司总股本由215,411,610股增加至255,059,785股。

公司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但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其持股比例由53.16%被动稀释为44.90%， 被动稀释约

8.26%。 具体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

股数（股）

本次发行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旅游投资集团 114,511,121 53.16% - 114,511,121 44.90%

旅游投资集团唯一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投）、曲江文投唯一股东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相应发生变化。

三、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源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业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旅游投资集团，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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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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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担保人：

惠州炽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炽坤” ）

惠州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蓝光” ）

惠州市和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和胜” ）

重庆蓝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蓝申” ）

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申佳实业” ）

重庆市申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佳房地产” ）

2、担保金额：本次均为原存续担保增加增信措施或对存续债务进行展期，不涉及新增担保金额。

3、是否有反担保：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

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惠州炽坤 惠州蓝光 71,000 71,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惠州蓝光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5月22

日披露（详见2019-075号临时公

告），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增

加担保金额。

2 惠州蓝光

惠州和胜 、惠

州炽坤

25,000 25,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惠州和胜、 惠州炽坤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3月17

日披露（详见2020-025号临时公

告），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增

加担保金额。

3 惠州和胜

惠州蓝光 、惠

州炽坤

60,000 60,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惠州蓝光、 惠州炽坤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4月25

日披露（详见2020-047号临时公

告），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增

加担保金额。

4 重庆蓝申

重庆蓝实置业

有限公司

29,344.84 29,344.84 51%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重庆蓝实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7月13

日披露（详见2019-106号临时公

告），现各方协商同意对存续债务

进行展期，并增加增信措施，不增

加担保金额。

5

新申佳实

业

重庆蓝申 33,333.52 33,333.52 16.36%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重庆蓝申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8年12月19

日披露（详见2018-169号临时公

告），现各方协商同意对存续债务

进行展期，并增加增信措施，不增

加担保金额。

6

申佳房 地

产

重庆蓝申 12,465 12,465 0%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重庆蓝申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1月22

日披露（详见2020-014号临时公

告），现各方协商同意对存续债务

进行展期，并增加增信措施，不增

加担保金额。

7

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

子公司

蓝光发展 、四

川蓝光和骏实

业有限公司

115,000 115,000 --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作为五矿信

托-粤通37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受托

人】

蓝光发展、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9月26

日及2021年8月21日披露 （详见

2020-118号、2021-098号临时公

告），现各方协商同意对到期债务

进行展期，不增加担保金额。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预计2021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660亿元，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70,000 96,200 2,773,800

2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435,000 169,800 3,265,200

3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295,000 51,840 243,160

合计 6,600,000 317,840 6,282,160

备注：实施过程中，公司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

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收购、转让、增资等股权变动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

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公司为同一笔融资项下的多个融资主体（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

担保使用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惠州炽坤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惠州市惠城区金榜路29

号万林湖8期3栋2单元

2102房

姚俊杰 100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总资产68104，总负债68039，净资产65；

营业收入0，净利润-1。

惠州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11

号铂金府华贸大厦 3号

楼1单元39层04号

冯建国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信息咨询服

务；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租赁及销售

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100%

总资产305259， 总负债217795， 净资产

87464；营业收入134584，净利润28282。

惠州市和胜置

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华

一路31号

冯建国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100%

总资产291081， 总负债235687， 净资产

55394；营业收入6785，净利润367。

重庆蓝申置业

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建陶一路

86号江东街道办事处办

公楼208室

倪刚 3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一般项目：房屋销售；物业管理。

51%

总资产115029， 总负债72992， 净资产

42037；营业收入0，净利润-533。

重庆新申佳实

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

花山南路98号

肖家运 5500

房地产开发；市场经营管理；销售：建

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装潢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技术咨询。

16.36%

总资产192610， 总负债193492， 净资产

-883；营业收入1007，净利润-2028。

重庆市申佳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四达路

13号附5号5-10

肖家运 14820

房地产开发（在资质证核定的事项及

期限内经营）。

0

总资产151151， 总负债161217， 净资产

-10065；营业收入203，净利润-1338。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022,278万元，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71.0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

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01,314万元， 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53.68%。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597�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2021-049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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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

月30日（以下简称“本期” ）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60,440,279.87元（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政府补助

明细如下（10万元以上单列，10万元及10万元以下合并计入“零星补助” ）：

单位：元

编号 公司名称 补助依据 本期收到金额 本期计入其他收益金额

本期冲减资产原值或成本

费用金额

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4,140,000.00 4,140,000.00

2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农产品资金补贴 1,019,200.00 1,019,200.00

3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市长质量奖奖励 1,000,000.00 1,000,000.00

4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引导资金项目补贴 800,000.00 800,000.00

5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乳与乳制品加工项目补贴 502,900.00

6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奖励 502,586.31 502,586.31

7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与安全研究项目补贴 310,000.00

8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领军人才补贴 120,000.00 120,000.00

9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111,000.00 111,000.00

10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优质乳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补

贴

2,000,000.00 1,852,440.85

11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农作物栽培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补

贴

1,000,000.00

12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粮改饲项目补贴 535,312.80

13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奶牛体系综合试验站项目 420,000.00

14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减缓奶牛热应激研究项目补贴 400,000.00

15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牧场TMR配套装备研发项目补

贴

187,200.00

16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耕地力补贴 103,308.33 103,308.33

17

富裕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

粮改饲项目补贴 1,169,280.00 635,628.46

18 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有限公司 优质乳生产子项目补贴 800,000.00 610,085.82

19 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有限公司

牧场TMR配套装备研发项目补

贴

288,000.00

20

德州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

粮改饲项目补贴 607,491.32 326,198.46

21

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12,669,000.00 12,669,000.00

22

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地方扶持资金 2,836,212.63 2,836,212.63

23 上海光明乳品经营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5,653,000.00 5,653,000.00

24 上海光明领鲜物流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3,920,000.00 3,920,000.00

25 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467,400.00 467,400.00

26 郑州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7,771,800.00 7,771,800.00

27 郑州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贴 166,400.00 166,400.00

28 武汉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1,295,600.00 1,295,600.00

29 武汉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地方扶持资金 491,200.00 491,200.00

30 湖南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地方扶持资金 374,831.38 374,831.38

31 湖南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安全和环保示范企业补贴 200,000.00 200,000.00

32 成都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防疫生产类企业临时补贴 364,078.04 364,078.04

33 成都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贴 270,000.00 270,000.00

34 北京光明健康乳业销售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5,940,000.00 5,940,000.00

35 北京光明健能乳业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39,000.00 139,000.00

36 南京光明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补贴 140,000.00 140,000.00

37 零星补助 1,725,479.06 1,585,358.85

38 前期收到本年冲减成本费用 16,450,727.65

合计 60,440,279.87 44,308,175.54 27,646,881.24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期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均已到账，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16,132,104.33元，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共计44,308,175.54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他收

益” 项目44,308,175.54元；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 “资产原值或成本费用” 项目11,196,

153.59元； 摊销以前年度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 “资产原值或成本费用” 项目16,450,

727.65元；共计71,955,056.78元。 具体会计处理请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 � � � �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1-148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将被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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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汇通正源” ） 持有的公司股份

121,427,8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已于2021年9月14日10时至2021年9月15日10时止进行了第

一次公开拍卖，于2021年10月15日10时至2021年10月16日10时止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 因前述两次

拍卖无人竞拍，将进行公开变卖，本次变卖数量仍为121,427,84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

10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股份将

被司法拍卖、变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于2021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8），于2021年9月16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股份被司法

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于2021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

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41），于2021年10月19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股份被第二次司

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7）。公司大股东汇通正源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裁定拍卖、变卖汇通正源持有的公司股份121,427,84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45%）以清偿债务，并于2021年9月14日10时至2021年9月15日10时止进行了第一

次公开拍卖，于2021年10月15日10时至2021年10月16日10时止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因前述两次拍

卖无人竞拍，已流拍。

2021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2020）粤03执5487号之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并

通过深圳中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paimai.jd.com/282762261）查询，获悉汇通正源持有的

公司股份121,427,844股将于2021年11月7日10时开始至变卖期60日当天10时止（竞价周期与延时除

外）在深圳中院京东网司法变卖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变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处置单位

本次变卖数量

（股）

本次变卖占其所持

有股份的比例

本次变卖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变卖起始日及到期日

汇通正源 否 深圳中院 121,427,844 100% 6.45% 否

2021年11月7日10时开始至变卖期60日

当天10时止（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变卖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变卖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拍卖、变卖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汇通正源 121,427,844 6.45% 121,427,844 100% 6.45%

三、风险提示

1、截至公告披露日，汇通正源持有公司股份121,427,8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已全部质押给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且全部被深圳中院司法冻结。

本次汇通正源被变卖的股份数量为121,427,8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若变卖最终成交，汇通

正源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变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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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2021-085

债券代码：188717� � � � � � � � � �债券简称：21国工0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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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1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一、新签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类型

2021年7-9月 2021年1-9月

新签项目数量

（个）

新签合同

金额

同比增减

新签项目数量

（个）

新签合同

金额

同比增减

1.�分产品

工程建设 67 851,703.97 -24% 184 2,506,108.62 25%

其中：水泥和矿山工程 64 840,790.49 -20% 169 2,109,982.29 14%

多元化工程 3 10,913.48 -83% 15 396,126.33 154%

装备制造 不适用 112,931.03 21% 不适用 345,273.49 13%

环保 不适用 28,602.97 -38% 不适用 91,909.87 -52%

运维服务 不适用 157,188.64 20% 不适用 495,069.04 25%

其他 不适用 65,247.34 60% 不适用 157,130.41 55%

合计 / 1,215,673.95 -15% / 3,595,491.43 20%

2.�分地区

境内 不适用 455,103.37 12% 不适用 1,822,579.02 27%

境外 不适用 760,570.58 -25% 不适用 1,772,912.41 13%

合计 / 1,215,673.95 -15% / 3,595,491.43 20%

注：1、2021年9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本期数据已

包含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2、运维服务包含矿山运维服务和水泥生产线运维服务，其中，矿山运维服务1-9月累计新签合同额

420,112.64万元，合同金额按照年服务费计算。 目前在手矿山和水泥生产线运维服务的平均服务期约为

5年。

2021年1-9月，公司新签境内外水泥矿山技术装备与工程合同245.53亿元，同比增长13.87%。 其中

新建生产线合同220.91亿元，老线技改合同24.62亿元，新建及技改项目均为符合绿色化、智能化方向的

生产线。

二、未完合同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完合同额为5,709,748.18万元，较上期增长0.78%。

注：“未完合同额” 指有效合同的结转额，即在手所有合同的结转额减去已签订未执行及停缓建合

同的结转额。

三、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赞比亚中非水泥有限公司日产5000吨熟料生产线及配套工程项目

披露日期：2018年12月6日

项目业主：中非水泥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4.8亿美元

进展情况：融资工作仍在推进，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上述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1-086

债券代码：188717� � � � � � � � �债券简称：21国工0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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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2021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10�月 22�日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中材国工SCP006

代码 012103838 期限 90日

起息日 2021年10月22日 兑付日 2022年1月20日

计划发行总额 1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5亿元

发行利率 2.3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以 及 上 海 清

算 所 网 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10�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85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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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邦民控股” ）持有本公司股票178,194,731股，占公司总股本12.75%；本次质押后，其持有的股份中处

于质押状态共计123,086,955股，占其持股总数的69.0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81%。

一、本次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接到控股股东邦民控股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

体情况如下：

因邦民控股短期经营性资金需求，邦民控股将其持有的4,9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青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数的3.51%。 质押期间为2021年10月21日至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份由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办理完成了相关证

券质押的手续。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邦民控股 是 4,900万股 否 否

2021年10月

21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2022 年 10 月

21日）

青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东

支行

27.50% 3.51% 生产经营

2、本次邦民控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邦民

控股

178,194,

731股

12.75%

49,000,

000股

123,086,

955股

69.07% 8.81% 74,086,955股 0 2股 0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邦民控股累计质押股份比例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9.07%，已超过50%。

1、邦民控股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

量为49,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7.5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51%及对应融资余额3.5亿元。邦民

控股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2、邦民控股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形成新的股份质押，是邦民控股所持的无限售流通股4,900万股份质押，控股股东无业绩

补偿义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邦民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

金偿还风险。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邦民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积极应对。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