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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１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在杭州市滨江区
东信大道６９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８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８人，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国锭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
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杭州中恒派威
一、 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电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更好聚焦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综合考虑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及参股公司杭
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恒派威”）实际发展现状，公司决定将持有的中
恒派威 ３６．８３％股权作价１４７３．２１万元转让给中恒派威其他股东刘海浪先生。 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中恒派威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的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３
月２７日的《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 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的《
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三、 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禁售期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为更好保护投资者及员工利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每次锁定期届满后增加６个月的禁售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在每次锁定期届满之
日起的６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意第三人转让本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证
《
关于增加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禁售期的公告》详见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的《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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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杭州中恒
派威电源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公司”）与刘海浪签署了《
杭州中恒派
１．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威电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恒派威”） ３６．８３％股权作价１４７３．２１万元转让给中恒派威其他股东刘海浪先生。 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中恒派威股权。
关于
２．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转让参股公司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
３．根据《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４．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１名自然人，具体情况如下：
刘海浪先生，身份证号码：３２０９２３１９８１＊＊＊＊２７１６，住址为杭州市滨江区，本次
受让前持有中恒派威１０．７１％股份。
刘海浪先生目前担任中恒派威董事、总经理。 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
日，刘海浪先生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３０１０８５９６６０５４２１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高新之江科技工业园东信大道６９号中恒大厦４幢１６楼
１６０２室
法定代表人：朱国锭
注册资本：８９６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２０１２年０５月１６日
营业期限：２０１２年０５月１６日至２０３２年０５月１５日
经营范围：生产：ＬＥＤ电源，ＬＥＤ灯具，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高低压
成套设备，电气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节能技术、节能设备、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软件、ＬＥＤ灯具、电源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及自动化控制
设备、计算机软件、物联网技术；批发，零售：电源设备、家用电器、智能家居产品、节能
产品、仪器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机电一体化产品；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智慧城市及智慧照明规划设计、景观照明设计；承接：照明工程（
凭资质经营）；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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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本次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

３６．８３

杭州金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３８

１０．４７

杭州鑫善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１０

４．５８

杭州鑫磊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５００

５．５８

顾春序

３７３．４５

４．１７

阮涛

７７０．５５

８．６０

陈笑燕

２５２

２．８１

蒋忠良

１５６

１．７４

应华杰

６５０

７．２５

穆渭泾

５０

０．５６

吴婉红

５０

０．５６

刘海浪

９６０

１０．７１

陈琪

１００

１．１２

徐伟伟

２００

２．２３

任思国

２５０

２．７９

合计

８９６０

１００．００

未经审计）：
３．标的公司２０１９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４２，９１４，６３９．１９

其中：应收账款

１５，４３２，３７４．９３

负债总额

８，６７９，１４６．６７

净资产

３４，２３５，４９２．５２
２０１９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２，１１８，０７１．２６

利润总额

－８，９７９，６３７．３８

净利润

－７，４９９，３１２．５７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对该笔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７２３．８０万元。
未经审计）
（
４．截至协议签署时，公司持有的中恒派威３６．８３％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５．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股权转让为中恒派威股东之间的
转让，不涉及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
６．中恒派威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
甲方）：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２５３９１６３４０７
受让方（
乙方）：刘海浪
身份证号码：３２０９２３１９８１＊＊＊＊２７１６
１．标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为：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３６．８３％股权（
对应认缴出资额
标的股权”）
３，３００万元，以下简称“
２．股权转让与对价
经充分协商，双方确定标的公司的总估值为４，０００万元，对应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
权的对价为１，４７３．２１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自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股权的损益
由乙方承担或享有。
３．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应就受让标的股权向甲方支付转让对价共１，４７３．２１万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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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壹仟肆佰柒拾叁万贰仟壹佰元整），其中：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大写：伍佰万元整）；在准备好满足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
首笔转让对价５００万元（
商变更登记的全部材料，并经甲乙双方及工商管理部门确认后的当日内，最迟不得晚
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对价９７３．２１？ 万元（
大写：玖佰柒拾叁万
贰仟壹佰元整）。
４．后续安排
４．１ 本次股权转让获甲方董事会批准授权、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乙方
已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全部转让对价后， 双方应促使并协助标的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
日前办理完成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即标的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４．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
记）后，甲方即不再持有标的股权，不再享有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承担对应的股
东义务，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的公司章程等规定承担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
利与义务。
４．３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考虑到标的公司经营的延续性，甲方同意标的公司继
中恒”字号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５日，即标的公司最迟应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５日前将其名称
续使用“
变更为不含“
中恒”字号的其他名称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５．过渡期
５．１ 本协议生效至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期限为过渡期。
５．２ 过渡期内，在乙方支付完成首笔转让对价５００万元后，乙方仍延续之前董事会
的授权开展工作，甲方在职责范围内配合乙方对标的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５．违约责任与赔偿
５．１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根据本协议所负义务、承诺，或任何一方根
据本协议所作出的声明、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出现遗漏的，该方应被视为违约。
５．２ 如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且未能及时以令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弥
补、补救的，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１００万元并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造成的守约方的实
际损失，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５．３ 在乙方支付完成转让对价后，非因乙方原因或不可抗力而导致本次股权转让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不能进行的， 甲方应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之前向乙方退还乙方已支
付的所有转让款，同时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１００万元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６． 协议的变更与终止
６．１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经双方另行协商，并就修改、变更事项共同签署书
面协议后方为有效。
６．２ 乙方未能在准备好满足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材料，
并经甲乙双方及工商管理部门确认后的当日内， 但最迟不得晚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付清
全部标的股权转让对价的，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在此情形下，甲方仍持有标
的股权、为标的公司股东，并将同时获得标的公司新增１，５００万元注册资本的认缴权，
有权按照投前４，０００万元的估值向标的公司行使前述增资认缴权并持有对应的标的公
司新增股权。
７．协议生效及其他
７．１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７．２ 双方确认并同意，如为办理纳税申报、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而需要就本次股
权转让事宜按照税务、工商等主管机关要求的内容与形式另行签订相关协议（
包括但
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不时修订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本协议应全面优先于该等
协议（
即该等协议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时，应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７．３ 本协议正本一式伍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标的公司留存壹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五、协议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双方在中恒派威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的基
础上，综合考虑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及中恒派威实际发展现状，经充分协商，共同确认中
恒派威的总估值为４０００万元，对应本次转让的股份的交易金额为１４７３．２１万元。
六、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形，也不产生其他同业竞争等情形。 本次
股权转让所得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更好聚焦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
划及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２．本次及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将于当年产生股权处置投资收益约７４９．４１万元，最
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转让参股公司中恒派威的股权有利于公司降低对外投资
风险，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
事项符合《
价格公允，遵守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其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股
权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股权转让协议。
未经审计）。
４． 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方能杰
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见附件），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深圳
方能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
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方能杰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９８３８
传真：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９７５５
邮箱：ｆａｎｇｎｊ＠ｈｚｚｈ．ｃｏｍ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信大道６９号
邮编：３１００５３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附件：个人简历
方能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出生，本科学历。 ２０１７年３月
至今在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方能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５％以上
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12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禁售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禁售期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购买，通过二级市
场累计买入公司股票９６２，６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１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
月２８日披露的《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７３）。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
《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开立的“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所持有的９，８４４，９７９股首次回购股票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非交易过户至 “
杭州中恒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７５％。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及受让公司首次回购股票合计持有公司股票１０，８０７，５７９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９２％。 依
据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３６个月；所获标
的股票分两期解锁，锁定期最长为２４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７５）
二、增加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禁售期的情况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为更好保护投资者及员工利益，经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提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提交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禁售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每次锁定期届满后增加６个月的禁售
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在每次锁定期届满之日起的６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
意第三人转让本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２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
２５日、３月２６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２０％，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１、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经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证券代码：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０６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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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收到赵
永峰先生关于辞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原因，赵永峰先生
向本公司董事会请辞副总经理职务。 以上辞任即日生效。
赵永峰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之间没有不一致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
感谢赵永峰先生对本公司的贡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２、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披露了 《
２０１９年度业绩快报》（
００６），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３、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具体
财务数据详见届时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
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４、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５、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代码：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３８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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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华夏控股”）关于其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进展情况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华夏控股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２４亿元，期限为３年，票面利率为７．７％／年，换股期限自
本期可交换债券发行结束日后满１２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本期可交换
债券存续期满日止。
公司将持续关注华夏控股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后续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５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１７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减持比例超过 １％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在《
证券时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报》、《
中国证券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
ｃｏｍ．ｃｎ）上披露了《
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５），公司控股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露笑集团”）、露笑集团控股子公司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凯
信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伯英女士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以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４３，６１２，５１０股（
２．８９％）。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收到露笑集团、凯信投资、李伯英女士通知，露笑集
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１７，０００，０００股，凯信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６１２，５１０股，李伯英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１．８３％。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１．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露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

诸暨市店口镇湄池露笑路

权益变动时间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

露笑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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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减持比例（
％）

Ａ股

２７，６１２，５１０

１．８３

合计

２７，６１２，５１０

１．８３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继承□
赠与□表决权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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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东姓名

露笑集团

凯信投资

李伯英

鲁小均

鲁永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11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６４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项目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１，６７１，２１０

１７．３２

２４４，６７１，２１０

１６．２０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６１，６７１，２１０

１７．３２

２４４，６７１，２１０

１６．２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１２，５１０

０．０４

０

０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６１２，５１０

０．０４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５５０，０００

０．８３

２，５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７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２，５５０，０００

０．８３

２，５５０，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５，７６３，４２２

３．０３

４５，７６３，４２２

３．０３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１，４４０，８５６

０．７６

１１，４４０，８５６

０．７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３２２，５６６

２．２７

３４，３２２，５６６

２．２７

４．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是√否□
本次变动为履行前期已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在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控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了《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
号：２０２０－０１５），公司控股股东露笑集团、凯信投资和李伯英计划在减持计
划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减持计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
划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过４３，６１２，５１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２．８９％）。 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将做相应调整，详见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已减持２７，６１２，５１０股，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承诺、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以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证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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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３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碳化硅
项目及与奇瑞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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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披露了《
关于全
资子公司签订碳化硅长晶成套设备定制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０６），公
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露笑蓝宝石”）与国宏中
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宏中宇”）签订的《
碳化硅长晶成套设备定制
合同》，合同总金额１．２６亿元人民币。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披露了 《
关于签署碳化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４９），公司与中科钢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科
钢研”）、国宏中宇签署了《
中科钢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宏中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化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１３日披露的前述两项交易的进展，详见《
关于签署碳化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５１）。
关于与奇瑞商用车（
安徽）有限公司设立合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披露了《
资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９），公司全资子公司露笑新能源技术有限公
露笑新能源”）与奇瑞商用车（
安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奇瑞”）
司（
以下简称“
签署了《
奇瑞商用车（
安徽）有限公司与露笑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安徽
奇露科技有限公司之合资合同》。
近日，公司接到多位投资者咨询电话和互动易平台的提问，询问公司与国
宏中宇合作的碳化硅项目，以及与奇瑞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情况。 为使投资者
及时、公平了解进展情况，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碳化硅长晶成套设备定制合同进展情况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向国宏中宇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交付的长晶设备使用情况良好，已长出合格晶体。
２、内蒙古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将于近期再交付２０台长晶设备，帮助国宏中
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扩大产能。
二、碳化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进展情况
公司通过与中科钢研、国宏中宇的深入合作，已突破以下几项关键核心技
术：
１、合作完成６寸石英管式碳化硅晶体生长炉开发，以独特密封结构解决设
备高真空度获取与长时间保持的难题，极限真空〈
２×１０－５Ｐａ，具备工程化使用条
件。
２、合作完成大尺寸碳化硅单晶制备相关理论的研究，通过计算机模型辅助
计算，形成了单晶制备过程物质与热量传输、缺陷演变的基本规律，解决了热场
均匀性差、大尺寸单晶应力聚集、单晶扩径难等问题，为６寸及以上半绝缘碳化
硅晶体的制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３、解决晶型生长控制难、微管密度大、晶体背向腐蚀严重等难题，提升了单
晶质量，通过长晶过程中的除杂工艺实现了高电阻率晶体生长。
４、高纯度碳化硅原料合成，有效降低原料中对电阻率提升有害的特定杂质
含量浓度，达到小于１ｐｐｍ量级。
三、与奇瑞商用车（
安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进展情况
合资公司的注册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与奇瑞合作研发的动力系统以及５Ｇ
相关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系统领域的应用目前正在开发测试阶段。
四、公司２０２０年的战略中心以光伏为基础，大力发展５Ｇ碳化硅以及新能源
汽车的动力系统应用；公司将加深与奇瑞的深度合作，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动
力产业，充分发挥公司高端制造业的产业优势。
目前，露笑蓝宝石与国宏中宇签署的《
碳化硅长晶成套设备定制合同》、公
中科钢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宏中宇科技
司与中科钢研、国宏中宇签署的《
发展有限公司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化硅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与奇瑞签
奇瑞商用车（
安徽）有限公司与露笑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安徽奇
署的《
露科技有限公司之合资合同》处于正常履行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合同有关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４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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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今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露笑集团”）的通知，露笑集团将其质押的
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本次解除质 占其所持 占公司总股 质押起始
质押解除日
大股东及其
押数量
股份比例
本比例
日
一致行动人

露笑
集团

是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１７％

１．３２％

２０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３．２４

浙商金汇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露笑
集团

是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０．６６％

２０２０．３．２

２０２０．３．２４

浙商金汇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６％

１．９９％

－

－

－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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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B9

是□否√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不适用）
６．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７．３０％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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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
集团

２４４，６７１，２１０ １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１９％ １５．０９％ ０

０

鲁小
均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６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６７％

４．０４％ ０

０

鲁永

４５，７６３，４２２

３．０３％

４５，７６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３．０３％

李伯
英

２，５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２，５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 万年青

合计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占其所 占公司
未质押
持股份 总股本 已质押股份 占已质押 股份限 占未质
比例
比例 限售和冻结 股份比例 售和冻 押股份
数量
比例
结数量

股东
名称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１、上述股东减持股份事项符合《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２、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３、上述股东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减持计
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４、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部分已实施完成，并
将不再实施减持计划中剩余的集中竞价减持的部分。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本次露笑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的１，７００万股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质权人

３４，３２２，５６６

０．１７％ ０

３５４，１８４，６３２ ２３．４５％ ３３７，３１０，０００ ９５．２４％ ２２．３３％ ３４，３２２，５６６

７５．０１％
０
１０．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上表中“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上
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解除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２２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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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务及内部控
制的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该所在为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
成了公司委托的相关工作， 严格履行了双方业务约定书中所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 由于双方合作良好，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
年。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度
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年
度审计费用相关事宜。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
一）机构信息
特殊普通合伙）
１、机构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２、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
大信”）成立于
３、历史沿革：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２年３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
春路１号学院国际大厦１５０４室。 大信在全国设有２９家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了分
所，并于２０１７年发起设立了大信国际会计网络。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
得Ｈ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具有近３０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４、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１号学院国际大厦１５０４室。
５、业务资质：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证书、Ｈ股企业审计资质、军工涉密条件备
案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６、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７、投资者保护能力：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为
２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北京）有限公司。
８、是否加入相关国际会计网络：大信国际企业管理（
（
二）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大信从业人员总数４１３４人，其
中合伙人１１２人，注册会计师１１７８人，注册会计师较上年增加７４人。 注册会计师
中，超过７００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拟签字会计师为：冯丽娟和舒佳敏，从业经
历见后。
（
三）业务信息
特殊普通合伙）业务收入１３．０１亿元，为超过
２０１８年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１０，０００家公司提供服务。 业务收入中，审计业务收入１１．３４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含Ｈ股），收费总额１．７６亿元，主要分布
４．４２亿元。 上市公司２０１８年报审计１４８家（
于制造业、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平均资产额９９．４４亿元。 大信具
有公司所在行业的审计业务经验。
（
四）执业信息
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
１、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２、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任项目合伙人冯丽娟、质量控制负责人赖华林、签字注册会计师舒佳敏
均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
能力。
（
１）拟任项目合伙人、签字会计师冯丽娟从业经历
冯丽娟，拥有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房地产评估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
业务服务２５年经验，承办过洪城水业整体上市项目和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主审会
计师，先后担任江西长运（
６００５６１）、中江地产（
６０００５３）、江中药业（
６００７５０）、万
年青水泥（
０００７８９）、赣粤高速（
６００２６９）、黑猫股份（
００２０６８）等多家上市公司年

报、重组、再融资项目的主审会计师。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
２）拟任质量控制复核人赖华林从业经历
赖华林，该复核人员拥有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
质量复核经验，从事证券业务２６年，主持复核过泰豪科技（
６００５９０）、恒大高新
（
００２５９１）、赣粤高速（
６００２６９）、黑猫股份（
００２０６８）、洪城水业（
６００４６１）、江中药
业（
６００７５０）、万年青水泥（
０００７８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工作，未在其他
单位兼职。
（
３）拟任签字会计师舒佳敏从业经历
舒佳敏，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服务２６年经验，承办过洪
城水业（
６００４６１）、正邦科技（
００２１５７）首次发行股票上市（
ＩＰＯ）审计主审会计师，
为江西３Ｌ医用制品集团公司、华农恒青公司等ＩＰＯ项目主审会计师，先后担任江
西纸业、江中药业（
６００７５０）、万年青水泥（
０００７８９）、恒大高新（
００２５９１）、乌江电
力等多家上市公司年报、重组、再融资项目的主审会计师。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
五）诚信记录
特殊普通合伙）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受到行政处罚１次，行
１、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政监管措施１２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业自律处分。
２、签字注册会计师冯丽娟和舒佳敏最近三年均未受到任何的刑事处罚、行
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特殊普通合伙）从业
（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资质、专业能力及独立性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审查，经审查：该事务所在为公司
２０１９年度审计服务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全面完
成了审计相关工作。 该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有
利于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
二）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２０１９
１、事前认可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年度审计服务的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全面完成
了审计相关工作。 本次续聘 ２０２０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
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本次续聘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为
２０２０ 年度审计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
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同意将《
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
２、独立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公司此次续聘该事务所
有利于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本次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计
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构。 本次续聘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审计
机构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
三）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四）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
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会计师身份证件、执
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