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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德创环保
股票代码：６０３１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３号楼１３７－２９３室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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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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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签署的章程、协议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德创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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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德创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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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八）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争取以友好协商的方式
解决，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有关争议，则交由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６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德创环保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
三）股份转让协议。
二、 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办公室，供
投资者查阅，具体查询地址如下：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南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鑫
电话：０５７５－８８５５６０３９
传真：０５７１－８８５５６１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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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晶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德创环保、上市公司、公司

指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展创投资、乙方

指

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绍兴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南

香港融智、甲方

指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德创环保

６０３１７７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向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德创环保的股份合计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
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 信息披露 义务 人注
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３号楼
业（
有限合伙）
册地
１３７－２９３室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有无一致行动人
变化□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一）基本简介
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３号楼１３７－２９３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１０９ＭＡ２Ｊ２ＭＨＮ５７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浙创同望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总额：

１０５０１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１

杭州浙创同望科技合伙企业 （
有限合
普通合伙人
伙）

１

０．００９５

２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有限合伙人

３５００

３３．３３０２

３

浙江晶钰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０

１９．１４１０

４

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４９０

４．６６６２

５

汪菲

有限合伙人

４０００

３８．０９１６

６

杭州萧山农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４．７６１５

１０５０１

１０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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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二）合伙人出资情况

杭州浙创同望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Ａ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
变动比例：５．９０％
变动后数量：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
变动后比例：５．９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１２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晶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１７７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１６号二楼２７７３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１０３ＭＡ２ＣＧ８５４５Ｑ

认缴出资总额：

１万元

经营范围：

服务：新能源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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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王晶

性别
女

在展创投资任职
情况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委派代表

中国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５％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展创投资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展创投资看好德创环保的发展前景，认可其投资价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受让德创环保股份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占总股本比例５．９０％。
二、 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展创投资未持有德创环保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展创投资持有德创环保股份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５．９０％。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股份转让协议》，展创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展创投资与香港融智签署了《
方式受让香港融智持有的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股）
股份数量（

权益变动后
占比（
％）

股份数量（
股）

占比（
％）

展创投资

０

０

１１，９１８，０００

５．９０

合计

０

０

１１，９１８，０００

５．９０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交易各方未在信息披露义务人
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上设定其他权利，交易各方之间亦不存在转让价款以外的其他补偿安排。
四、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一） 标的股份
其中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股份为
１、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共持有德创环保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占德创环保总股本的２０．４２％。
占德创环保总股本的
２、 甲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德创环保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股份 （
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愿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甲方转让的标的股
５．９０％）（
份。
（
二） 转让价格
１、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价格为７．９２元／股。
２、 甲方将无限售条件的德创环保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股份转让给乙方的股份转让价格为９４，３９０，
大写：玖仟肆佰叁拾玖万零伍佰陆拾元整）（
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款”）。
５６０元（
（
三） 支付方式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在乙方指定银行以乙方名义开立监管账户
（
资金监管协议由甲乙双方与银行另行签署）；自监管账户开立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份转
让款的５０％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人民币汇入监管账户； 自乙方将５０％股份转让款资金汇入监管账户且
同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两者日期以孰晚为准）之日起５个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
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标的股份在中登公司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
以下简称“
交割日”）起５个工
作日内， 监管银行将监管账户中股份转让款的５０％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全额汇至甲方指定账户。 剩余
５０％股份转让款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于乙方的合伙人汪菲向乙方完成全部实缴出资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支付。
（
四） 股份交割
开立完成且监管协议生效）５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
１、本协议签订且监管账户启用之日起（
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合规性确认相关手续（
以下简称“
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手续”）。双方应对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手续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交易所审核手续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２、 甲方应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
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等手续，以使乙方被中登公司依法登记为标
的股份及其项下一切权益的权利人，甲乙双方应同时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包括及时向中登公
司递交与本次股份转让有关的文件以及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中登公司所收取的手续费由甲
方承担。
五） 税费承担
（
因本次股份转让而发生的税费由甲方承担。
六） 违约责任
（
１、 自甲乙双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份未在上述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户登记的，则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四作为逾期违约金；如逾期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的，视为甲方根本违约，
乙方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并要求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同时，将
１００％股份转让款返还至乙方指定账户。
因银行系统导致延迟到账的
２、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如因乙方原因（
除外）导致甲方未收到相应股份转让款的，视为乙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
收而未收部分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四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 乙方逾期付款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的，视
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返还标的股份并要求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总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
七） 不可抗力
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洪水等）导致本协议任
１、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因不可抗力的影响（
何一方无法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部分或全部，则该方将不承担本协议项下的相应违约责
任， 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将不可抗力发生和影响的情况书面通知其他方，
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２、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作出合理的努力， 避免不可抗力给其他方所造成的损失的扩
大，否则，应当就其他方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违约责任。

证券代码：６０３７１１

证券简称：香飘飘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股票种类：Ａ股流通股
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持股数量：０股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持股比例：０％
发行股份比例

（
三）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有□无√

信息披露 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 公司 实际 是□否√
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否√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名称：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德创环保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８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
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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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
德创
●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收到股东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融智”、“
甲方”）的通知，香港融智与杭州
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展创投资”、“
乙方”）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香港
融智拟转让其持有的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
● 本次协议转让前，香港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１３６，２１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６７．４３％，其中，香港融智持有公司股份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０．４２％；转让完成后，香港
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４，２９２，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１．５３％，其中，香港融智持有
公司股份２９，３３２，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５２％。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后， 方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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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股份过户手续。上述审批、确认手续是否可以通过尚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份转让协议》，香港融智拟转让其持有的１１，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香港融智与展创投资签署了《
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给展创投资。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
９１８，０００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香港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能防
火”）、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股份数量（
股）

权益变动后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４３．５４

０

０

８７，９４７，５００

４３．５４

德创投资
合计

７，０１２，５００

３．４７

０

０

７，０１２，５００

３．４７

１３６，２１０，０００

６７．４３

１１，９１８，０００

５．９

１２４，２９２，０００

６１．５３

注：除另有说明，本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德能防火持有的上市公司４４，８６８，２００股处于质押状态，３０９，１４５股处于
司法冻结状态，德创投资持有的上市公司４，６２４，３００股处于质押状态。除上述情况外，香港融智、德
能防火和德创投资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四、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一） 标的股份
其中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股份为
１、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共持有德创环保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占德创环保总股本的２０．４２％。
占德创环保总股本的
２、 甲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德创环保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股份 （
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愿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甲方转让的标的股
５．９０％）（
份。
（
二） 转让价格
１、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价格为７．９２元／股。
２、 甲方将无限售条件的德创环保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股份转让给乙方的股份转让价格为９４，３９０，
大写：玖仟肆佰叁拾玖万零伍佰陆拾元整）（
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款”）。
５６０元（
（
三） 支付方式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在乙方指定银行以乙方名义开立监管账户
（
资金监管协议由甲乙双方与银行另行签署）；自监管账户开立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份转
让款的５０％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人民币汇入监管账户； 自乙方将５０％股份转让款资金汇入监管账户且
同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两者日期以孰晚为准）之日起５个
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标的股份在中登公司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
以下简称“
交割日”）起５个工
作日内， 监管银行将监管账户中股份转让款的５０％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全额汇至甲方指定账户。 剩余
５０％股份转让款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于乙方的合伙人汪菲向乙方完成全部实缴出资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支付。
四） 股份交割
（
开立完成且监管协议生效）５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
１、本协议签订且监管账户启用之日起（
以下简称“
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合规性确认相关手续（
手续”）。双方应对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手续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交易所审核手续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２、 甲方应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
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等手续，以使乙方被中登公司依法登记为标
的股份及其项下一切权益的权利人，甲乙双方应同时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包括及时向中登公
司递交与本次股份转让有关的文件以及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中登公司所收取的手续费由甲
方承担。
（
五） 税费承担
因本次股份转让而发生的税费由甲方承担。
（
六） 违约责任
１、 自甲乙双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份未在上述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户登记的，则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四作为逾期违约金；如逾期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的，视为甲方根本违约，
乙方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并要求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同时，将
１００％股份转让款返还至乙方指定账户。
因银行系统导致延迟到账的
２、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如因乙方原因（
除外）导致甲方未收到相应股份转让款的，视为乙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
收而未收部分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四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 乙方逾期付款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的，视
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返还标的股份并要求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总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七） 不可抗力
（
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洪水等）导致本协议任
１、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因不可抗力的影响（
何一方无法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部分或全部，则该方将不承担本协议项下的相应违约责
任， 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将不可抗力发生和影响的情况书面通知其他方，
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２、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作出合理的努力， 避免不可抗力给其他方所造成的损失的扩
大，否则，应当就其他方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违约责任。
（
八）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争取以友好协商的方式
解决，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有关争议，则交由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６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减 持 数 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占公司总股本
（
股）
（
元人民币／股） 的比例（
％）
１，７０２，５００

８．２０－８．２０

０．８４

德创投资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７／８～２０２０／７／１４ ２，３３７，５００

８．２０－８．６８

１．１６

德能防火

指

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德创投资

指

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展创投资、乙方

指

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一） 基本简介
公司名称：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ＲＭ ３０１－２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ＢＬＤＧ，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ＮＯ．２００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公司注册证书编号：

１８６３９３８

董事：

黄浙燕

注册资本：

１００元港币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８日

７，０１２，５００

３．４７

股东构成：

黄浙燕持有１００％股权

１３６，２１０，０００

６７．４３

１２４，２９２，０００

６１．５３

（
二） 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黄浙燕

股东性质

境外自然人

出资额

１００元港币

出资比例（
％）

１００

（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类型

私人公司

姓名

性别

在香港融智任职
国籍
情况

长期居住地

是否 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注册地址

ＲＭ ３０１－２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ＢＬＤＧ，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ＮＯ．２００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黄浙燕

女

董事

加拿大

否

公司注册证书编号

１８６３９３８

董事

黄浙燕

注册资本

１００元港币

业务性质

贸易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８日

股东构成

黄浙燕持有１００％股权

加拿大

二、 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融智与德能防火和德创投资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德能防火持有德创环保８７，９４７，５００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４３．５４％，德创投资持有德创环保７，０１２，５００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４７％
（
一） 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除上述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
存在买卖德创环保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
三）股份转让协议。
二、 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办公室，供
投资者查阅，具体查询地址如下：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南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鑫
电话：０５７５－８８５５６０３９
传真：０５７１－８８５５６１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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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董事：黄浙燕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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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法定代表人：金猛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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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法定代表人：王洁诺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

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情况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袍江工业区（
上窑村路口）

上市公司名称

９１３３０６００７１５４９０４０２Ｇ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绍兴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金猛

股票简称

德创环保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７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生产、加工：防火材料；批发：化工原料（
除染料、助剂）、金属材料（
除贵稀金
属）、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除化学危险品、易制毒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钢材、
电工器材、日用百货、机械设备；封堵、涂刷、安装：电缆防火涂料、电缆桥架、电
缆封堵；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ＲＭ ３０１ －２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信息披露 义务 人注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ＢＬＤＧ，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册地
ＮＯ．２００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有无一致行动人
变化□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浙创同望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总额

１０５０１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名称：

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浙创同望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０．００９５％股权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３３．３３０２％股权
浙江晶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１９．１４１０％股权
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４．６６６２％股权
汪菲持有３８．０９１６％股权
杭州萧山农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４．７６１５％股权

住所：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禾川镇茗园Ｙ１栋０３－１店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６００５７０５９０８３１Ｇ

股东构成

法定代表人：

王洁诺

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安徽志周合道召开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伙人１００％表决
通过，决定终止安徽志周合道的清算活动，解散清算组，撤销已办理的清算组备
案，恢复正常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安徽志周合道尚未办理完成工商注销手续，安徽志周合道
持有的香飘飘股份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非
交易过户事宜。
二、股东终止解散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安徽志周合道合伙人协商决议，因企业经营原因，决定终止清算活动，解
散清算组，撤销已办理的清算组备案，恢复正常经营活动。本次公司股东安徽志
周合道终止解散清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关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
关于安徽志周合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
告知函》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８７，９４７，５００

２０２０／７／８～２０２０／７／８

３．４７

三、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一） 标的股份
其中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股份为
１、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共持有德创环保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占德创环保总股本的２０．４２％。
占德创环保总股本的
２、 甲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德创环保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股份 （
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愿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甲方转让的标的股
５．９０％）（
份。
（
二） 转让价格
１、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价格为７．９２元／股。
２、 甲方将无限售条件的德创环保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股份转让给乙方的股份转让价格为９４，３９０，
大写：玖仟肆佰叁拾玖万零伍佰陆拾元整）（
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款”）。
５６０元（
三） 支付方式
（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在乙方指定银行以乙方名义开立监管账户
（
资金监管协议由甲乙双方与银行另行签署）；自监管账户开立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份转
让款的５０％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人民币汇入监管账户； 自乙方将５０％股份转让款资金汇入监管账户且
同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两者日期以孰晚为准）之日起５个
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标的股份在中登公司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
以下简称“
交割日”）起５个工
作日内， 监管银行将监管账户中股份转让款的５０％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全额汇至甲方指定账户。 剩余

１４．５２

德能防火

减持期间

７，０１２，５００

９１３３０１０９ＭＡ２Ｊ２ＭＨＮ５７

２９，３３２，０００

大宗交易

德创投资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３号楼１３７－２９３室

５．９

减持方式

贸易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１１，９１８，０００

德能防火

成立日期：

主要经营场所

２０．４２

股东名称

４３．５４

有限合伙企业

４１，２５０，０００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向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德创环保的股份合计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

８７，９４７，５００

类型

占比（
％）

香港融智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５４

杭州展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份数量（
股）

指

８７，９４７，５００

公司名称

占比（
％）

本次权益变动

德能防火

（
二） 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股）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性质：

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
占比（
％）

指

１４．５２

公司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股）

指

２９，３３２，０００

注：除另有说明，本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减持完成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 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
一） 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融智、甲方

２０．４２

合计

股份转让协议》，香港融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香港融智与展创投资签署了《
方式转让其持有的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给展创投资，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具体
情况如下：

德创环保、上市公司、公司

４１，２５０，０００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终止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９３

上市公司：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德创环保
股票代码：６０３１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及 通 讯 地 址 ：ＲＭ ３０１ －２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ＢＬＤＧ，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ＮＯ．２００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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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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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签署的章程、协议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德创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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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德创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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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香港融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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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收到公司
股东安徽志周合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原“
宁波志同道合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安徽志周合道”）出具的《
关于安徽志周合道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告知函》，经安徽志周合
道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因企业经营原因，决定终止安徽志周合道的清算活动，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安徽志周合道终止解散的基本情况
安 徽 志 周 合 道 成 立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０５８２７２４３９Ｇ，注册资本：３，６５０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马鞍山市郑蒲港
新区中飞大道２７７号１０号楼３０５，经营范围：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
不含
涉外调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广告设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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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安徽志周合道共持有公司股份３４，９６５，７２０股，全部为有限
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８．３６１６％。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公司股东安徽志周合道
经合伙人会议决议， 决定解散安徽志周合道并进行清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公司法定信息
披露媒体的《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提

５０％股份转让款即４７，１９５，２８０元于乙方的合伙人汪菲向乙方完成全部实缴出资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支付。
（
四） 股份交割
开立完成且监管协议生效）５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
１、本协议签订且监管账户启用之日起（
以下简称“
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合规性确认相关手续（
手续”）。双方应对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手续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交易所审核手续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２、 甲方应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
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等手续，以使乙方被中登公司依法登记为标
的股份及其项下一切权益的权利人，甲乙双方应同时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包括及时向中登公
司递交与本次股份转让有关的文件以及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中登公司所收取的手续费由甲
方承担。
（
五） 税费承担
因本次股份转让而发生的税费由甲方承担。
（
六） 违约责任
１、 自甲乙双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份未在上述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户登记的，则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四作为逾期违约金；如逾期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的，视为甲方根本违约，
乙方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并要求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同时，将
１００％股份转让款返还至乙方指定账户。
因银行系统导致延迟到账的
２、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如因乙方原因（
除外）导致甲方未收到相应股份转让款的，视为乙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
收而未收部分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四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 乙方逾期付款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的，视
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返还标的股份并要求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总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四、 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后，方能在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上述
审批、确认手续是否可以通过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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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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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协
议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指定披露媒
体同日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后续相关工
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A7

（
二） 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 公司 实际 是□否√
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否√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注册资本：

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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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香港融智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而减持德创环保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香
港融智持股比例减少５．９０％。
二、 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融智持有德创环保股份４１，２５０，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２０．４２％；香港融智、德能防火和德创投资合计持有德创环保股份１３６，２１０，０００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６７．４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融智持有德创环保股份２９，３３２，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１４．５２％；香港融智、德能防火和德创投资合计持有德创环保股份１２４，２９２，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６１．５３％。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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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股票种类：Ａ股流通股
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持股数量：１３６，２１０，０００股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持股比例：６７．４３％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Ａ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１１，９１８，０００股
变动比例：５．９０％
变动后数量：１２４，２９２，，０００股
变动后比例：６１．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１２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黄浙燕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猛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洁诺
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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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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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３号发展中心大厦６楼会
议室
（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５

股）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２５５，８５４，１２１

３、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８４．７３

（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伍竹林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公司在任董事８人，出席５人，张龙董事、谢康独立董事、杨德明独立董事
因出差请假；
２、公司在任监事５人，出席４人，苑欣监事因出差请假；
３、公司在任高级管理人员４人，出席４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宏先生出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Ａ股

同意
票数
２，２５５，８４１，２８０

反对
比例（
％）

票数

９９．９９９４

１２，８４１

弃权

比例（
％）

票数

０．０００６

比例（
％）
０

０．００００

（
二）涉及重大事项，５％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１

同意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票数
２，４８３，０７１

反对
比例
（
％）
９９．４８５５

票数
１２，８４１

弃权
比例
（
％）
０．５１４５

比例
（
％）

票数
０

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简璐云、胡梦桐
２、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
本次股东大会执行了法定的表决程序，表决数符合《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全部议案均获得符合公司《
章程》
规定的有效表决权通过，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编号：临２０２０一０３６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被刑事拘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许锡忠先生家属的通知，许锡忠先生因其个人涉嫌骗取
贷款罪，被广东省普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许锡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２０７，３８７，０７２股份， 并与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宗
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第五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许锡忠先生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的股份合计３２６，４３２，９２２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２８．１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许锡忠先生所涉上述事项与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无关，公司未因此受到不

利影响、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为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就现任董
事长不能正常履职期间作出相应安排。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
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相关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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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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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
以下简称“
关注函”），关注
２０２０】第５２５号）（
函中要求公司就关注函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接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关注函的回复工作，对涉及
的问题进行落实和核查。 鉴于关注函中部分事项仍需与中介机构进一步核实，

公司无法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前完成关注函回复工作。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
回复关注函。公司预计不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注函回
复的相关材料并对外披露。延期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关注
函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