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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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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2020年8月17日

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化工” ）增资，增资金额为377,862,610.28元，拟持有天宝化工123,

202,675股股份，增资后将持有天宝化工的股权比例为40.7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

月3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0-075）。

截至本公告日，天宝化工已完成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信息如下：

一、营业执照登记事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168693189E

名称：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平邑县城蒙阳南路西327国道北

法定代表人：李兴叶

注册资本：叁亿零贰佰伍拾叁万壹仟陆佰柒拾伍元整

成立日期：1997年02月2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胶状）、中继起爆具、工业导爆索、塑料导爆

管、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矿山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上述相关的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

制造及租赁；房屋租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注册资本及股东变化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股本（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

股本（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

1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 123,202,675.00 40.72%

2

蔡长存

69,564,714.00 38.79% 69,564,714.00 22.99%

3

王瑞金

16,950,702.00 9.45% 16,950,702.00 5.60%

4

叶英

14,900,000.00 8.31% 14,900,000.00 4.93%

5

盱眙天红投资中心（普通

合伙）

12,350,000.00 6.89% 12,350,000.00 4.08%

6

山东天普投资有限公司

11,108,923.00 6.20% 11,108,923.00 3.67%

7

李苏平

7,010,167.00 3.91% 7,010,167.00 2.32%

8

金辉

5,904,494.00 3.29% 5,904,494.00 1.95%

9

余鹏

5,650,234.00 3.15% 5,650,234.00 1.87%

10

浙江永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245,211.00 2.92% 5,245,211.00 1.73%

11

吴臣

4,201,681.60 2.34% 4,201,681.60 1.39%

12

韩光峰

3,743,927.60 2.09% 3,743,927.60 1.24%

13

王现友

3,054,285.00 1.70% 3,054,285.00 1.01%

14

林清峰

2,859,013.00 1.60% 2,859,013.00 0.95%

15

赵衍钊

2,727,012.00 1.52% 2,727,012.00 0.90%

16

李治国

2,724,167.40 1.52% 2,724,167.40 0.90%

17

姜运东

2,483,626.40 1.39% 2,483,626.40 0.82%

18

兴宁市华威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141,000.00 1.19% 2,141,000.00 0.71%

19

李宝祥

1,244,515.00 0.69% 1,244,515.00 0.41%

20

沈玮

896,692.00 0.50% 896,692.00 0.30%

21

王越胜

621,526.00 0.35% 621,526.00 0.21%

22

洪风涛

600,000.00 0.34% 600,000.00 0.20%

23

胡波

508,521.00 0.28% 508,521.00 0.17%

24

吕春绪

452,019.00 0.25% 452,019.00 0.15%

25

倪欧琪

452,019.00 0.25% 452,019.00 0.15%

26

王启民

395,516.00 0.22% 395,516.00 0.13%

27

谢连德

373,283.00 0.21% 373,283.00 0.12%

28

王剑

250,000.00 0.14% 250,000.00 0.08%

29

常健

238,764.00 0.13% 238,764.00 0.08%

30

周小溪

214,000.00 0.12% 214,000.00 0.07%

31

新疆环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214,000.00 0.12% 214,000.00 0.07%

32

刘文晶

134,519.00 0.08% 134,519.00 0.04%

33

冯绪文

114,468.00 0.06% 114,468.00 0.04%

合计

179,329,000.00 100.00% 302,531,675.00 100.00%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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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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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三宝、刘言维、Lim� Kok� Oon、赵建华、刘

红宁、陈向兵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346,2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647%（2020年7月7日

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已离职激励对象股份， 总股本由原来的176,090,417股变更为

176,058,917股）。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05月30日披露了 《赛腾股份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红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6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32%，本次减持后刘红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9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18%，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完成；刘言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7%，本次减持后刘言维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35,5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5,5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486%，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完成； 赵建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7%，本次减持后赵建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5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8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84%，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完

成；李三宝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92%，本次减持

后李三宝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8,05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48,0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17%，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完成、Lim� Kok� Oon、陈向兵本次减持股

份计划尚未完成。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三宝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864,250 0.4908%

IPO

前取得：

75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14,250

股

LIM KOK OON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37,300 0.0780%

IPO

前取得：

9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7,300

股

赵建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34,000 0.0761%

IPO

前取得：

8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54,000

股

刘言维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97,300 0.0553%

IPO

前取得：

5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7,300

股

刘红宁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1,500 0.0349%

IPO

前取得：

39,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22,500

股

陈向兵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51,900 0.0295%

IPO

前取得：

35,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6,9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刘红宁

5,600 0.0032%

2020/6/22 ～

2020/12/18

集中竞价交

易

50 -50 280,000 55,900 0.0318%

刘言维

11,800 0.0067%

2020/6/22 ～

2020/12/18

集中竞价交

易

53.40 -

53.63

631,677 85,500 0.0486%

赵建华

13,500 0.0077%

2020/6/22 ～

2020/12/18

集中竞价交

易

53.32 -

57.78

734,963 120,500 0.0684%

李三宝

16,200 0.0092%

2020/6/22 ～

2020/12/18

集中竞价交

易

59.28 -

62.92

973,542 848,050 0.4817%

LIM KOK

OON

0 0%

2020/6/22 ～

2020/12/18

集中竞价交

易

0 -0 0 137,300 0.0780%

陈向兵

0 0%

2020/6/22 ～

2020/12/18

集中竞价交

易

0 -0 0 51,900 0.029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督促其合法合规减

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本次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能根据自身资金

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仅部分实施或放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1、本次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规则，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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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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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瀚海

先生出具的情况说明， 其于2020年9月18日在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因误操作而导致了短线交

易。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披露了《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

持结束及继续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股东陈瀚海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

2020年12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200万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0-0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陈瀚海先生已减持公司股份1,673,100股，占其减持前所持公司股

份数的2.816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874%，具体明细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交易 方向 成交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

股）

成交金额（元） 占总股本的比例

20200903

集中竞价 卖出

50,000 3.497 174,863 0.0056%

20200904

集中竞价 卖出

190,000 3.556 675,600 0.0213%

20200907

集中竞价 卖出

120,000 3.606 432,700 0.0134%

20200908

集中竞价 卖出

120,000 3.578 429,300 0.0134%

20200909

集中竞价 卖出

241,000 3.593 865,870 0.0270%

20200910

集中竞价 卖出

217,100 3.526 765,391 0.0243%

20200911

集中竞价 卖出

230,000 3.475 799,285 0.0258%

20200914

集中竞价 卖出

180,000 3.589 645,985 0.0202%

20200915

集中竞价 卖出

125,000 3.570 446,250 0.0140%

20200916

集中竞价 卖出

125,000 3.502 437,800 0.0140%

20200917

集中竞价 卖出

5,000 3.390 16,950 0.0006%

20200918

集中竞价 卖出

70,000 3.373 236,100 0.0078%

合 计 卖出

1,673,100 3.542 5,926,094 0.1874%

二、本次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

2020年9月18日，公司股东陈瀚海先生在减持公司股份操作过程中，因失误将“卖出” 指令

误操作为“买入” 指令，错误买入本公司股票20,000股，买入成交均价为3.320元/股。本次误操

作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六个月内卖出公司

股票又买入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经公司自查，上述交易行为未发生在本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

信息而交易本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陈瀚海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57,752,3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7%。

三、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调查了解相关情况，陈瀚海先生亦积极配合、主动纠正。经

研究，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补救措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

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

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

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陈瀚海先生本次因误操作

买入公司股票20,000股，买入均价为3.32元/股，以2020年9月3日至2020年9月18日期间的最高卖

出成交均价3.606元/股作为参考，计算所得收益为（3.606元/股-3.320元/股）*20,000股=5,720

元。上述所得收益5,720元作为本次短线交易的获利金额，已全数上交公司。

2、陈瀚海先生此次误操作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发现误增持情况后及时通知了公

司，本人已深刻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性，现就本次操作失误导致的短线交易给公司和市

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表示今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3、公司将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对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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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0-11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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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8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中4名因个人原因离职，6名内

退，4名免去原有职务，6名调离公司，转让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云

天化” ）股权导致劳动合同关系在吉林云天化及所属子公司的22名激励对象已不属于激励范

围，公司对上述4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4,859,400 4,859,400 2020

年

9

月

24

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 2020年7月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20年7月15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 2020年7月31日，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 2020年8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

公告》（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85号），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以上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在该申报时间内，公司没有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鉴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中4名因个人原因离职，6名内退，4名免去原有职

务，6名调离公司，转让吉林云天化股权导致劳动合同关系在吉林云天化及所属子公司的22名

激励对象已不属于激励范围， 公司对上述4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42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859,400股；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04,537,4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3116613)，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

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9月24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9,396,800 -4,859,400 104,537,4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21,379,138 0 1,321,379,138

合计

1,430,775,938 -4,859,400 1,425,916,538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

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

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

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

量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本次回

购注销尚需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工商主管部门申请办

理相关股份注销、减资的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35�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20-062

债券代码：113550� � � �债券简称：常汽转债

转股代码：191550� � � �转股简称：常汽转股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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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变更后的公司中文名称：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名称：Jiangsu� Changshu� Automotive� Trim� Group� Co.,� Ltd.

● 公司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均保持不变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经公司于

2020年9月4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中文名称由“常熟市汽车

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由“Changshu�

Automotive� Trim� co.,Ltd.” 变更为“Jiangsu� Changshu� Automotive� Trim� Group� Co.,� Ltd.” 。公

司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均保持不变。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披露的《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最新的

工商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251450479U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住所：常熟市海虞北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 31208.632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7月25日

营业期限：1996年7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饰件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自有房屋租赁。（外资比例

小于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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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公司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合同的效力。 公司更名前的

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的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35�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20-063

债券代码：113550� � � �债券简称：常汽转债

转股代码：191550� � � �转股简称：常汽转股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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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因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总股本由可转债发行前的280,000,000股变更

为312,086,329股，注册资本由280,000,000元人民币变更为312,086,329元人民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1号）核准，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

“公司” ）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发行了9,924,24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全文简称“可转债” ），

并于2019年12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可转债转股起止日期为：2020年5月22日

至2025年11月17日。

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并经公司2018年11月26

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根据可转债发行和转股情况，可适时

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事宜。

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披露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因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 截至2020年8月12日收

盘，公司总股本由可转债发行前的280,000,000股变更为312,086,329股，注册资本由280,000,000

元人民币变更为312,086,329元人民币。

近日，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章程》等事项一并完成了工商变更备案

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新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最新的工商基本信息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名称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20-062)。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1177�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2020-029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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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0年9月11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并充分表达意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苏中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夏柏林先生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辞

职后仍继续担任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杨水余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

则》规定，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由公司董事长担任，杨水余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楼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通过对

上述候选人的审核。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177�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2020-030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更及聘任

副总经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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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变更情况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9月21日收到夏

柏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夏柏林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仍继续担任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夏柏林先生自担任公司董事长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推动公司发展做出了卓越贡

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夏柏林先生表示由衷感谢和敬意！

2020年9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选举杨水余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

事长。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由公司董事

长担任，杨水余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董事长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二、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由公司总经理

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楼渊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杨水余：男，1971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历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党总支书记；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任本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17年

12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科协主席；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任本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科协主席，2020年9月起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科

协主席。目前兼任杭州临江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董事长、杭

齿传动（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爱德旺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萧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楼渊：男，1984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任本公司大功率

厂技术副厂长；2014年11月至2016年11月任本公司制造管理部副部长；2016年11月至2017年9

月任本公司齿轮厂厂长、 齿轮厂党支部书记；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任本公司制造管理部部

长、 制造管理部党支部书记；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任本公司大功率厂长、 大功率党支部书

记； 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大功率厂长、大功率党支部书

记；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杭州临江前进齿轮箱有限公董

事兼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担任本公司监事；2020年9月起任本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杭州临江前进齿轮箱有限公董事兼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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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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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1）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63%

一

25.08%

盈利：

64,230.27

万元

盈利：

72,342

万元一

80,34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5674

一

0.6301 0.4924

（2）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长：

1,757.65%

一

2,433.16%

盈利：

1,184.29

万元

盈利：

22,000

万元一

30,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1742

一

0.2376 0.0091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产业链一体化、品牌与渠道、技术服务、规模经济等优势，复合肥销

量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市场占有率提升。

2.2020年以来，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产品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农民种植意愿增强，

种植效益提升，促进了肥料需求回暖。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目前生产经营情况等数据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

数据将在2020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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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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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合肥城建巢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湖置业” ）向持有

其20%股权的股东安徽省国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招投资” ）提供总额9,030万元的

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2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2019年9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

期的议案》，同意巢湖置业为国招投资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

年10月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88）。2020年7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6），国招投资已偿还财务资助款项5,040万元，剩余待偿还财务资助款项3,

990万元。

近日，国招投资已偿还财务资助款项3,100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剩余待偿还财务资

助款项890万元。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