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罗普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７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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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罗普斯
金门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门窗”）拟与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中亿丰建设集团”）签署《
中亿丰建设地下空间工程分公司工程钢筋采购
合同》。
（
二） 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中亿丰建设集团为公司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中亿丰控股”）所控制的公司，中亿丰控股持有公司２９．８４％的股份，且公司
向中亿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待增发完成后，中
亿丰控股将成为公司新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本次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宫长义、关联监事缪芸
回避表决。
本次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建刚

注册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澄阳路８８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０－１２－０４

注册资本

５５，０５３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９１３２０５００１３７６９０９６２Ｂ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技术进出口；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消防技
术服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勘察；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设工程设计；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室内环境检测；房地产
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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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信
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文物文化遗址
保护服务；门窗制造加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基础地质勘查；水文服务；机械设备销售；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房地产经纪；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研发；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环境保护监测；物业管理；交通设施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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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６６．７９５４％股份
宫长义

中亿丰建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为：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销售总收入１，３４８，
１１７．７３万元， 净利润１３，３７６．３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其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１６，８４７．１９万元，净资产９８，５２３．３８万元。
（
二） 公司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末， 本年度公司与中亿丰建设集团及其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１，５８４．５６万元。
（
三） 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对方中亿丰建设集团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正常，具备
良好的日常经营性交易履约能力。中亿丰建设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交易双方
采购方（
以下简称甲方）：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方（
以下简称乙方）：苏州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
２、工程名称：中亿丰地下空间工程分公司在建项目，工程地点待定。
３、货物的名称、数量、品牌商标、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详见下表。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技术质量要求

１

钢筋

Φ６～Φ４０各种规格

吨

７０００

ＧＢ／Ｔ１４９９．２－２０１８、ＧＢ１４９９．１－２００８
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

上表规定的货物数量是暂估数量， 根据工程图纸和工程业主书面指令要求
计算的材料需用量，以甲方、乙方、（
如有工程监理、工程业主）共同验收的实际合
格量为准。如货物数量和运抵现场数量超过工程实际需要的数量，则由甲方退还
给乙方，并以实际收货数量结算。如货物数量不足工程实际需要数量，则由甲方
提前通知乙方，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
４、货物的价格
本合同货物结算单价苏州大市范围内以西本上海当日建筑钢材所对应规格
指导价为结算依据，南京及其他地区按当地建筑钢材西本对应规格指导价结算；
一类钢厂下浮９５元／吨，二类钢厂下浮１１５元／吨，三类钢厂下浮１３３元／吨（
下表单价
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西本上海指数４１６０元／吨按一类钢厂下浮９５元／吨为依据、含
税。）
一类钢厂：如沙钢、永钢、南钢、马钢／鞍钢等，二类钢厂：在西本名录除前述钢
厂外（
如申特、中天、新兴铸管、江阴西城等），三类钢厂：西本名录外（
如鸿泰、兴
鑫、桂鑫、亚新、华航、万泰等）
结算日期以甲方工地书面通知当日价结算（
每天下午两点前，若在每天两点
后所报计划按第二天价格结算），三天内送到工地；如延期送达按照通知当日至
送达日中的最低价结算，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及节假日送的货参照前一个工作
日对应规格价格结算。
５、合同总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概述
（
一）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使用闲置自有
３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０万元闲置自有资金向非关联方
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１２个月以内（
含）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
品，该６０，０００万元额度可以滚动使用，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度滚动使用的累计购买金额
不超过１５０，０００万元。
（
二）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ＧＵＯＸＩＮ先生、丁海芳女士对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相关交易。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向非关联方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６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向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１２ 个
月以内（
含）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该６０，０００ 万元额度可以滚动使用；预计
２０２０ 年年度滚动使用的累计购买金额不超过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
《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２０２０－００６）刊登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２０－００１） 刊登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
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及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２０－００８）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的《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交易情况
（
一）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概述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公司使用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闲置自有资金向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发银行”）认购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于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４日开始生效起息。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黄冠雄先生行使投资决策权，同意购买前
述现金管理产品。此次公司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不包括《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中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
１）现金管理产品的主要情况
物华添宝 ” Ｗ款２０２０年第１９４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１、产品名称：广发银行 “
款（
机构版）
（
挂钩沪金２１０６合约欧式二元看涨结构 ）
物华添宝 ” Ｗ款 ２０２０年第１９４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机构
２、产品简称： “

证券代码：６０３７８７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合同总金额：暂估总价２８，４５５，０００元。
本合同总金额是依据甲方在上表暂估数量基础上计算得出的暂估总价。合
同最终结算总价以甲方、乙方依据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技术标准等条件共同验收
的实际合格供应量乘以本合同单价为准。
上述单价、合同总金额以及最终结算总价都已包括货物价款、税金、包装费、
保险费、运输费、装卸费、过江过路过桥费、以及其他运抵至甲方指定交货地点的
一切费用；包括货物被允许用于工程前所需进行的试验、检验费用；包括售后服
务以及市场价格涨幅等的各类风险费用；以及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用。需要经安
装、测试、调试才能满足本合同质量标准、技术标准要求的，该单价、合同总金额
以及最终结算总价已包括了安装、测试、调试直至满足其质量标准、技术标准要
求所需的一切工作内容及其费用支出。
６、付款方式：
数量确认及支付条件：每月２５日为结账期，所供物资必须提供一份所在供项
目材料员、项目经理签字确认清单，无签字确认的不予以入账。结账必须按规定
时间内完成，延时当月不予以结算。结算同时供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供方
以需方授权委托接收人（
项目经理和材料员）确认并签收质量符合要求、数量无
异议的送货结算清单后双方方可办理货款结算手续。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或银行汇票，当月货款次次月月底前支付；若支付银行
承兑或中亿丰指定银行包贴商票由甲方承担实际银行贴息， 乙方开具税率１３％
钢筋增值税专用发票，税费由甲方承担。
四、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依据为根据市场价协商确定，具体情况见“
三、交易协议内容。
五、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中亿丰建设集团签订的钢筋采购合同系基于双方日
常业务往来，且按一般商业条款签订，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一） 事前认可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属于双方正常性的业务往
来，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二） 独立意见
本次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
规定；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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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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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监
事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起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３名，实到３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公司以赞成票２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
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关联监事缪芸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内容符
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有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
公司章程》的情形
二、 公司以赞成票２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监事缪芸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交易内容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
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和规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罗普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钢筋

２，８４５．５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铝型材、门窗及配件等

４３５．０５

苏州大成商务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１８．５

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４．８４

苏州特罗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售三家控股子公司，以及出售后产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９８１．１

其他关联自然人

向关联人销售门窗

０．２９

合计

４，２８５．２８

三、 公司以赞成票５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开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
公司章程》等规定。
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４、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下午１４：００
（
２）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
一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
３）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９：１５－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５、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２７７７号三楼
会议室。
８、 会议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９、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审议《
上述议案已经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１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证券时报及中
国证券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购买银行现金管理产品的公告
版） （
挂钩沪金２１０６合约欧式二元看涨结构 ）
３、产品编号： ＸＪＸＣＫＪ１３２５７
４、结构性存款货币：人民币
５、认购产品资金金额：４，０００万元
６、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７、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３．００％年
８、产品期限：３５天
９、起息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１０、到期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１、本金及收益支付： 到期一次性支付
１２、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１３、产品观察标的：挂钩沪金２１０６合约欧式二元看涨结构
１４、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主要风险提示
１、结构性存款收益风险： 本结构性存款有投资风险，广发银行仅有条件保
证结构性存款资金本金安全， 即在投资者持有到期的情况下本结构性存款保证
本金安全，但不保证结构性存款收益。本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投资者不享有提前
赎回权利，在最不利投资情形即投资者违约赎回的情况下，可能损失部分本金。
本结构性存款的结构性存款收益为浮动收益， 影响本结构性存款表现的最大因
素为沪金２１０６合约走势，在悲观的情况下，本结构性存款计划收益率为１．５％，由
此产生的投资收益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市场利率风险：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如果在结构性存
款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结构性存款的预计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３、流动性风险：本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且无权利提前
终止该结构性存款。本产品存续期内，如遇司法机关对投资者持有的本存款份额
进行司法划扣的情况，广发银行将依法配合司法机关，按照司法机关的要求对投
资者持有的本存款份额进行赎回，并将赎回资金扣划至司法机关指定账户，无需
征得投资者同意，投资者对此无异议。该种情况下，由于存款未到期进行赎回，在
此情况下投资者可能面临收益损失，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损失部分本金。因司法
扣划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同意广发银行有权根据
司法机关要求进行扣划处理，并自行承当相关损失。
４、政策风险：本结构性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
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结构性存款的投资、偿还等的
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结构性存款收益降低。
结构性存款说明书》所载明的
５、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结构性存款《
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本结构性存款的相关信息。广发银行将按照《
结构性存款

说明书》约定的方式，于产品到期时，在本行网站、各营业网点等发布投资情况或
清算报告。投资者需以广发银行指定信息披露渠道或前往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
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投资者通讯故障、非广
发银行导致的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
解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另外，投资者预留在广发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广
发银行。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广发银行联系方式变更，广发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
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并可能会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
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６、不可抗力风险：如因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异常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发
生，，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可能会影响本结构性存款的受理、投资、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结构性存款收益降低。对于由不可抗力及银行责
任以外的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
７、结构性存款不成立风险：认购期结束，如结构性存款认购总金额未达到发
行规模下限，或自本结构性存款开始认购至结构性存款原定成立日期间，市场发
生剧烈波动或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且经广发银行合
理判断难以按照《
结构性存款说明书》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结构性存款，则广发
银行有权宣布本结构性存款不成立。
（
三）风险应对措施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
１、公司已经制订了《
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
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有
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２、在履行各项投资理财审批程序的同时，公司理财小组将及时分析和跟踪
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可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四）投资的内控制度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购买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合同。针对每笔具体的理财事项，公司设立了理财小组，由财务总监、财务结算部
部长、资金管理专员组成，财务总监任组长，公司财务结算部负责具体理财操作
事项，并向理财小组报告工作。具体经办人员在理财小组的领导下和公司授权的
资金使用范围内，进行具体操作。每笔理财必须由经办人员提交基本情况及预计
收益情况等分析报告，经理财小组批准后方可进行。公司各项投资理财的审批程
序确保合法有效，并接受中介机构的审计。
（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６２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永州舜德企业管理有 ５％以上非第一大股
限公司
东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２０，３９９，９００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１０．００％ ＩＰＯ前取得：２０，３９９，９００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证券代码：６０３１５７

证券简称：*ＳＴ拉夏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１３８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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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朱风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朱风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朱风伟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
会对其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股东名称

第一组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２０，３９９，９００

１０．００％

张崇舜

９２，８２０，１００

４５．５０％ 同上。

陈玉英

１９，８９０，０００

张崇舜持有舜德公司９３．７０％的股权， 且为
舜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９．７５％ 陈玉英与张崇舜系夫妻关系。
６５．２５％ 一

１３３，１１０，０００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减持数量 减持比
（
股）
例

股东名称
永州舜 德企 业
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８％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股）

２０２０／８／７
～ 集 中 竞 ２７．０５
价交易 ３７．３６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

减持总金额
（
元）
６５，４４７，
４１９．００

减持完成
情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比例
１８，３９９，
９００

９．０２％

注：减持比例是指减持数量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比例；当前持股比例是
指当前持股数量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比例。
（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
比例） □未达到 √已
达到
（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１１／２１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１８
９００９１５

证券简称：中路股份
中路Ｂ股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１００

总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１．００

《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四、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
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
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须在２０２０年１２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月２日下午１６：３０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３、 登记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２７７７号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５、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２７７７号苏州罗普斯
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２） 邮编：２１５１４３
（
３）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５７６８２１１
（
４） 传真：０５１２－６５４９８０３７
（
５） 联系人：夏金玲
五、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网络投票的程序
（
１） 投票代码：３６２３３３；投票简称：罗普投票
（
２）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
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２、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的交易时间， 即 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３、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９：１５－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进行投票。
六、 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
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
本人）出席苏州罗普斯金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
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议案编号
１．００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此委托表决书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项
选择同意、反对或期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
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
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签约方

资金
来源

购买金额

产品期限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产品
类型

预计
最高收益

盈亏
金额

是否
涉讼

招商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２６

２０１９－１１－２６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４７２，６０２．７４

４７２，６０２．７４

否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２０１９－１２－３０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否

顺德农商
行容桂支
行

自有
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１－２２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２５０，５６１．６４

２５０，５６１．６４

否

顺德农商
行容桂支
行

自有
资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１－２２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５０，１１２．３３

５０，１１２．３３

否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２－２０

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８７，２３８．３６

８７，２３８．３６

否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２０２０－０５－１５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３２７，０１３．７０

３２７，０１３．７０

否

顺德农商
行容桂支
行

自有
资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６４７，０５４．７９

６４７，０５４．７

否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４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３０５，７５３．４２

兴业银行
佛山顺德
支行

自有
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６

２０２０－０８－１７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７８，９０４．１１

７８，９０４．１１

否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３

２０２０－０９－０７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９３，４９３．１５

９０，６１６．４４

否

顺德农商
行容桂支
行

自有
资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２７

２０２０－１２－２１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５９１，１２３．２９

中国银行

自有
资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９－１４

２０２０－１１－１６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２８１，３４２．４７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９－１５

２０２０－１２－１４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４４，７５３．４２

广发银行
佛山分行

自有
资金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１１－２４

２０２０－１２－２９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１５，０６８．４９

合计

５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７５３．４２

否

２８１，３４２．４７

３，４６９，０２１．９１

四、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３、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４、公司购买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０５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永州舜德企业 管理 有
限公司

合计

三、 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公司坚持“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提高收益”的原则，在确保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１２个月以内（
含）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银行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单位：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９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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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股东永州舜
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舜德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披露了《
股东及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０）。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前，舜德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２０，３９９，９００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０．００％，
其一致行动人张崇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９２，８２０，１００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５０％，一致行动人陈玉英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１９，８９０，０００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９．７５％，三方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１３３，１１０，０００股，合计持股比例
为６５．２５％。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前取得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舜德公司拟计划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含）。截至本公告
日，舜德公司已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２，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０．９８％，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完成后，舜德公司持有
公司１８，３９９，９００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９．０２％。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8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罗普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5
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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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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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
事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起以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
董事５名，实到董事５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公司以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
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关联董事宫长义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二、 公司以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宫长义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于《
ｈｔｔｐ：
关于拟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 《
２０２０－０８４）。
标的资产的审计报告及资产报告已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根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已达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
此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已发生但未经股东大会审
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
露。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6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B7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５４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办公室迁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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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
日起搬迁至新地址，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现将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董事会秘书联系方法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真大路５６０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４３６
投资者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８６０２５８
传真：０２１－６１１８１８９９
电子邮箱：６００８１８＠ｚｈｏｎｇｌｕ．ｃｏｍ．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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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９号保利广场Ａ座
３７楼天风证券３７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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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股）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５０９，２５６，５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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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６４１２

（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余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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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人，出席２人，副董事长张军先生、董事张小东先生、董事
杜越新先生、董事丁振国先生、董事雷迎春女士、董事马全丽女士、董事邵博女
士、独立董事宁立志先生、独立董事黄孝武先生、独立董事廖奕先生、独立董事
陈波先生、独立董事袁建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２、公司在任监事４人，出席１人，监事戚耕耘先生、监事范晓玲女士、监事胡
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３、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成员调整的议案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３８

证券简称：财信发展

１．０１议案名称：王琳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Ａ股

反对
比例（
％）

１，５０８，１０６，０９８

９９．９２３７

票数

弃权
比例（
％）

１，１５０，４９７

票数

比例（
％）

０．０７６３

０

０．００００

（
二）涉及重大事项，５％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１．０１

议案名称
王琳晶

同意
票数
８２８，０１８，５６１

反对
比例（
％）
９９．８６１２

票数
１，１５０，４９７

弃权
比例（
％）
０．１３８８

票数

比例（
％）
０

０．００００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１／２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律师事务所
１、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
律师：姜雪、周丹
２、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２０２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２、北京市君泽君（
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０４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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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增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财信
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在重庆证监局指导下，由
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举
办的“
重庆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以下简称“
本次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星期四）１５：００－１６：３０。
１、本次活动的时间：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２、本次活动的交流网址：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

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ｒｓ．ｐ５ｗ．
ｎｅｔ）进入公司专区页面参与互动交流。
３、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相关人员：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通过网络在线交
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与投资者进行“
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活
动。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