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0 月 2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1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代码：603353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美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余美玲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1,943,459,62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288,532,833.28

1,482,288,519.90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1,128,031.63

113,700,793.70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3,486,387.18

113,452,844.61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42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99

1.1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99

1.14

19.69

-10.27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7,822,910.38

222,970,983.05

126,755,689.45

26,324,184.45

138,196,845.91

变动原因

102,763,726.34

34.48% 主要系本期采购较多油品

670,416,870.80

13,346,840.34

4923.04%

主要系 本期购 买结 构性存
款增加

50,890,496.09

22,590,361.15

125.28%

主要系 预付新 增的 一座加
油站租金

282,885,425.05

144,288,612.60

96.06%

公司促 销活动 导致 预收储
值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13.07% 主要系成品油单价下调

-13.09%

营业成本

1,007,553,970.60

1,210,803,181.84

-16.79% 主要系成品油单价下调

-13.09%

投 资 收 益 （损 失 以
“
－” 号填列）

5,191,743.94

28,767.12

17947.49%

主要系 购买结 构性 存款对
应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0,691,555.89

101,038,559.13

68.94%

主要系 本期预 收储 值款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9,958,496.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44,118,867.58

364.10

-93,295,194.93

660.98% 主要系购买结构性存款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89,932,114.63

1,168,234,016.39

1.8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152,064,474.85

2.40%

405,760,526.92

-1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79,095.28

-51.29%

22,816,381.48

3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50,067.83

-73.86%

5,105,549.78

-1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6,072,652.09

-633.41%

-37,647,125.29

-124.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2

-51.13%

0.0518

37.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2

-51.13%

0.0518

3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0.63%

1.93%

0.47%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5,191,743.9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公司名称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573,636.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3,237.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8,011.13

日期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0-043

--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855,691.06

4,870,293.29

-0.04

-0.06

-2,149,835.68

-2,545,669.16

6,454,042.03

7,641,644.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股东总数（户）

5,36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料

宁夏上 市公司
协会 组织的 走 公司基 本面产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
进上 市公 司活 业 发 展 等 ； 未 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
动带来的 投资 提供资料
动记录表2020-001
者。

其他

持股比例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45.80%

201,916,800

3.65%

16,079,900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0-038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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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2日以书面、传真和

0

股份状态

数量
20,000,000

2.91%

12,827,300

0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忠召集和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

章高通

0.65%

2,850,900

0

案》，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司2020-039号公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赵文通先生辞去公司相关职务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0

中央汇 金资产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国有法人
公司

董事9人，实出席会议董事8人。赵文通董事因出差未能到会，特授权李春光董事代为出席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

质押或冻结情况

0 质押

10月2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10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赵文通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赵文通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境内自然人

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已接受辞呈。

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唐为崇

境内自然人

0.58%

2,561,800

0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沈朦

境内自然人

0.55%

2,429,356

0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赵文通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

沈荣贵

境内自然人

0.55%

2,414,700

0

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赵文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赵文通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辞职后不在本公司任职。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35,846

股东性质

郑文宝

接待方式

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接待地点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中色(宁夏)东方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007.76

接待时间

证券代码：000962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48,031.20
17,710,831.70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09 月 03 东方钽 业会议
实地调研
日
室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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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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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转回

□ 适用 √ 不适用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证券代码：603353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适用 √ 不适用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合计

□适用 √不适用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项目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期末持股数量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645,241,166.13

单位：元

营。

3,741,846.69

上年度末

1,490,925,894.75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自营连锁加油站32座（新增2座）。公司与长沙市望城区城市建

125,920.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股东名称
（全称）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15039.52% 主要系募集资金到账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执行进展： 首座加油站将于近期正式交付公司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总资产（元）

√适用 □不适用
6,340.00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4,311,510.70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 是 √ 否

47.02% 主要系募集资金到账
381.52% 主要系期末预定油品较多

1,482,288,519.90

说明

李春光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变动幅度（%）

预付款项

报表项目

出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288,532,833.28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期初余额（元）

货币资金

合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被委托人姓名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期末余额（元）

其他流动资产

董事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营业收入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赵文通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存货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公告编号：2020-039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公司负责人聂全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宏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毛

三、 重要事项

报表项目
68.94%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本期金额
（7－9月）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1、证券投资情况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适用 □不适用

101,038,559.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适用 √不适用

比上年同期增减(%)

证券代码：000962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东持股情况表

133.17%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170,691,555.89

1、 湖南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忠系股东晏喜明之配偶、股东赵尊铭之
父亲，股东赵雄之兄弟。
2、 股东长沙共创盛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为激励员工而成立的持
股平台公司，股东赵尊铭持有45.60%的出资比例。
3、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间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90.95%

682,267,429.32

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简称：和顺石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无
量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17,805,650.79

1,590,817,846.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0.41%

1,795,702

0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王武海

境内自然人

0.40%

1,762,225

0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葛凯

胡乾眷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38%

1,669,601

0

号：2020-045）

股东名称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杨赫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
数量

案》。

201,9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916,800

郑文宝

16,0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79,900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资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8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27,300

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杨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章高通

2,8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900

唐为崇

2,5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1,800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赵文通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
会对赵文通先生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司公告（公告编

湖南和 顺 投 资 发 展 有
限公司

55,670,000

41.74

55,67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晏喜明

18,670,000

14.00

18,67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备查文件

沈朦

2,429,356 人民币普通股

2,429,356

龙小珍

9,160,000

6.87

9,16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1、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沈荣贵

2,41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4,700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提名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同日

赵尊铭

8,000,000

6.00

8,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2、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记录》

胡乾眷

1,795,702 人民币普通股

1,795,702

刊登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

王武海

1,762,225 人民币普通股

1,762,225

葛凯

1,669,601 人民币普通股

1,669,601

长沙共 创 盛 景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3.75

5,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赵雄

3,500,000

2.62

3,5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南方瑞合三年
定 期开放 混 合 型 发 起
式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1,703,283

1.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
优成 长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1,356,547

1.0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发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大成睿景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1,300

0.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达 蓬 资 产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达蓬
秦岭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353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0-044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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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199,000

0.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瑞合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LOF）

1,703,28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6,54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景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1,300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356,547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人民币普通股

1,281,300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曾立群召集和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

□ 是 √ 否

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1,1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9,000

胡亦对

1,16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9,900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说明

人民币普通股

819,76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746,900

特此公告。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产如
意28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729,928

人民币普通股

729,928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536,232

人民币普通股

536,232

上海绿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绿
山投资中国优势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500

证券简称：天准科技

期末金额
项目

杨赫先生，汉族，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2007年毕业于中央财

货币资金

期初金额
占总资
产比重

金额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73,709,213.78

4.94%

占总资
产比重

金额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系报告期压缩银行带息负债， 原料采
购增加。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0股；

-60.37%

系报告期内票据到期解付， 使用票据
支付的货款增加。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2,603,108.36

1.52%

57,034,682.14

3.47%

应收账款

146,898,777.40

9.85%

110,711,642.89

6.73%

2、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

预付款项

19,297,160.75

1.29%

7,047,760.07

0.43%

32.69% 系报告期销量增加影响。
173.81% 系报告期预付原材料款尚未结算。

短期借款

-

0.00%

80,000,000.00

4.86% -100.00% 系报告期内偿还短期银行借款。

应付账款

57,035,887.22

3.83%

68,931,889.09

4.19%

1.46%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调整
至合同负债中。

预收款项

-

0.00%

24,081,442.35

24,578,051.05

1.65%

-

-

应付职工薪酬

18,806,611.60

1.26%

9,497,210.29

0.58%

98.02% 系报告期内计提内退人员薪酬影响。

125,000,000.00

8.38%

-

0.00%

系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调整至一年以内
100.00%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偿还部分银行借
款。

-

0.00%

225,000,000.00

长期借款

13.68% -100.00%

系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调整至一年以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营业收入

2019年1-9月

405,760,526.92

营业成本

同比增减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系上半年受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 产品收
入减少。

452,620,664.95

-10.35%

系上半年受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 产品收
-14.78%
入减少影响结转成本减少。

股东名称

恒丰集团
14,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6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9%

解质时间

10月23日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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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次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在东方钽业办公楼
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辉先生主持，经过讨论审议：
一、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

329,613,810.69

386,761,125.27

4,534,202.01

7,961,178.48

-43.05% 系报告期内城建税及其附加税下降。

销售费用

6,364,314.07

4,437,063.93

43.44% 系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运费增加。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研发支出

7,978,617.41

6,113,231.99

30.51% 系报告期内费用化的研发投入增加。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8,158,553.61

12,363,038.12

财务费用
信用减值损失

-1,435,188.33

资产减值损失

-6,277,298.83

投资收益

19,755,833.13

营业外收入

-235.1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坏
账准备增加。

-83,309.42

7434.9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计提重庆盛镁股权投资
减值及存货减值增加。

-15.77%

主要系报告期内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损益
调整影响所致。

80.74%

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的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

23,454,670.27

1,875,569.59

-34.01% 系报告期压缩带息负债，利息支出减少。

1,062,097.31

1,037,697.62

告》的议案》。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的议案》。
三、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的议案》。
特此公告。

单位：元
项目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次解质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7号

营业税金及附加

编号：2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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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恒丰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 89,423,0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3%。
其中：质押本公司股份14,000,000股（含本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5.66%，占公司总
股本的 4.69%。
●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6日接到控股股东恒丰集团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
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 年10月26日， 控股股东恒丰集团将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
（以下简称“
农行牡丹江分行”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变动原因说明

3、报告期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股票代码：600356

股票代码：000962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单位：元

2020年1-9月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2、报告期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项目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否；

-17.26% 系报告期内支付原料款。

合同负债

一年内 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历任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经营管理处副处长、处长，企业发展部副主
任；中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75.38%

应收票据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50.00万份，反对0份，弃权0份。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持有人会议授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4）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5）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人所持
份额的处理事项，包括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6）决策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收益的兑现安排；
（7）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8）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9）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1）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350.00万份，反对0份，弃权0份。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变动原因说明

18.20%

1、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与期初相
比同比增
减％

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299,444,616.16

备查文件：

公告编号：20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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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于2020年10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10月23日向全体持有人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持有人18
人、实际出席持有人和委托代理人18人，代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50.00万份、占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等职权。
管理委员会对全体持有人负责，向持有人会议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监督。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
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350.00万份，反对0份，弃权0份。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曹葵康先生、仇智慧女士、赵海蒙女士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选举曹葵康先生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一期员

2020年10月27日

单位：元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

附：杨赫先生简历

监事会审议并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同意按程序对外披露。

人民币普通股

为保障公司生产性原料采购储备工作，与目前业务的开展能有效对接，根据公司的经营

特此公告。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819,765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的议案》。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相关保密规定的行为。

746,900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第三节 重要事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和财务管理状况。未发现

平安资管-中国银行-众安在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贷款（不含中国进出口银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卖方信贷贷款1.25亿元），期限为12个月
（自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具体事宜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上海绿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绿
山投资中国优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为了实现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和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完成，保证公司资金正常周转，
公司拟适时继续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3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全部为人民币流动

为3-6个月，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额度释放后循环使用，有效期限一年,具体事宜以与相关金

易。

理制度的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的议案》。

状况和资金情况，公司拟适时向金融机构申请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期限根据适时情况分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公司内部管

宁波达蓬资产管理中心 （有 限合
伙）-达蓬秦岭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证券代码：688003

公司股东郑文宝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4,000,1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079,8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6,
079,900股；公司股东章高通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2,850,9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850,
900股； 公司股东唐为崇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持有公司股票2,561,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
况说明（如有）
561,800股；公司股东王武海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1,496,5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65,72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1,762,225股；公司股东葛凯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1,471,001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8,600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票1,669,601股。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0月2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10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1,703,2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后方能成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该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20 年10月26日，控股股东恒丰集团将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000,000股（占公司总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股本的4.69%），质押给农行牡丹江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恒丰
集团

是

14,000,
000股

否

否

质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2020年10月 2022年10月
23日
22日

农行
牡丹
江分
行

15.66%

质押起始
日

444,035,839.22

同比增减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4.69%

为控股子公
司黑龙江恒
元汉麻科技
有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除上述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以外的其他保障用途。

84.35%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出口退税增
加。

4,666,309.46
8,183,631.92

334,876,037.77

195,627,248.02

8,387,732.01

11,338,744.28

180,000,000.00

440,000,000.00

-59.09% 系报告期内到期的偿还银行借款。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

5,719,510.42

12,609,515.26

-54.64% 系报告期内支付利息费用减少。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063,066.67

2,793,681.60

-138.05% 系报告期外币汇率变化影响所致。

147.85% 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71.18% 系报告期内增加外采业务。
-26.03%

系报告期内外采业务增加， 增值税、
城建税及其他附加税支出减少。

特此公告。

持股数量

89,423,083股
29.93%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董事会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有关财务数据、会计政策的运用均符合新的会计准则、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反映了东方钽业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财务状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持股比例

2020年10月27日

-17.10% 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变动原因说明

8,602,466.18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1-9月

20,283,102.65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是否
补充
质押

368,104,401.2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本次解质股份当日办理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见“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2020年1-9月

二、关于提名杨赫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1、我们通过审阅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赫先生个人履历、工作简历等有关资料，同意提名
杨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述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的条件。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独立董事：李耀忠、张文君、陈曦
2020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