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35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8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8

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环保

公告编号：2020-012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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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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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陈忠华、王云松、张潇飞四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3,832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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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特别提示：

3.企业负责人：周军

●

中标项目：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处理处置服务污泥处理服务标段

4.成立日期：1994年3月11日

●

中标金额：伍亿叁仟陆佰玖拾万元（536,900,000.00元），具体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

5.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901号

告》，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125,683股限制性股票失效。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47,942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219,725,865股的0.0218%,回购价格
3.844元/股，回购金额184,289.05元。

8、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 本次股权激励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于2020年11月20日在中

2.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重要内容提示：
7、2019年11月1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

1、本次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股份的授予日期为2019年1月2日，涉及已离职激励对象3名，

为准

6.主要股东：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合同章后生效

（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陈政伟、高飞林两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7,19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887元。鉴于2018年限

拟签订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及实施情况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考核年度 （2019年度），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未能达标， 根据

1、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0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考

●

2、2019年1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

家有关规定在国（境）外办企业，工程环境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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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中标总金额536,900,000.00元（含税）。受项目合同

签订日期和履约期限的影响，该项目对2020年业绩无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如本
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21、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7.经营范围：承担本行业国内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材
料及零配件出口，工程项目总承包，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按国

（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1.企业名称：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司尚未与中标项目用户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中标总金额536,900,000.00元（含税）。受项目合同签订日期和履约期限的影响，该
项目对2020年业绩无重大影响。但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2021、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影响。

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1,193,999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限制性股票授

（以下简称“
项目用户” ）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

2. 该项目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污泥处理服务，在公司经营模式方面，实现了从为客户供应

予价格每股3.887元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履行信息披

高端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到为客户提供污泥处理综合解决方案的拓展， 是复洁环保在成为提供

露义务，披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污泥处理处置、工业固废与特种物料固液分离、废气净化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环境服务商道路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一名激

9、2020年8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

励对象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三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的限制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为老港暂存污

3. 该项目为《上海市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中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

性股票。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万海军、江明湘、曾柒三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

泥库区污泥处理处置服务污泥处理服务标段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或“该项目” ，标段编号：

整改项目，项目的执行对于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处理处置工作的全面实施，从根本上解决老

行调整，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21人调整为117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68,489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注：实际回购注销数量为47,942股)，

02）的中标单位，具体内容如下：

港暂存库区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稳定化问题，推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项目顺利完成，具有十

5,400,000股调整为5,327,748股，其中首次授予数量由4,320,000股调整为4,262,199股，占本次

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3.844元。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复洁环保” ）于近日收到招标人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第七章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公司2020年

予限制性股票，2019年1月2日为授予日。
3、2019年1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限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7,942股进行回购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共117名，授予数量为4,262,199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216,000,

注销， 回购数量占回购注销前限制性股票数量的1.2867%，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219,

000股的1.9732%，授予价格：3.89元/股。

725,865股的0.0218%，回购价格为3.844元/股，回购金额184,289.05元。

4、2019年5月22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

公司已向上述原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并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决定回购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予尚未解锁的股份数

勤信验字[2020]第0052号验资报告审验。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19,725,865股减

量共计111,174股。

至219,677,923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

5、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

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公

4.项目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前（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司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5.项目概况：该项目为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处理处置服务污泥处理服务标段，包含：提

风险。

供污泥、污废水、除臭及必要的设备及配套设施，对提供的设备及配套设施进行安装、调试，以

2020年11月21日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5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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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

回购注销数量

述或重大遗漏。

变更后

股份性质

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9月
24日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向17名激励对象

数量（
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469,303

46.6351%

其中：1、高管锁定股

98,743,438

44.9394%

2、股权激励限售股

3,725,865

1.6957%

117,256,562

53.3649%

219,725,865

10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数量（
股）
47,942

46.6234%

98,743,438

44.9492%

47,942

3,677,923

1.6742%

117,256,562

53.3766%

47,942

219,677,923

100.0000%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特别提示：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同意7,79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反对4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所持股份的0.56%；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一）会议召开情况

份的0.67%。

特此公告。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李学

1、召开时间：

2020年11月21日

本议案审议通过。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14:50。
证券代码：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2.00 关于向兵工财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网络投票时间：

公告编号：2020-102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9:15-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安徽证监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表决结果为：同意442,243,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反对44,100

占注册资本比例

102,421,361

授予939,866股，公司股本变更为221,090,891股。
6、2019年9月10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项目用户情况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变更前

特此公告。

及联动调试后的运营、维护、完成服务后的拆除等服务工作。

宜已于2020年11月20日完成。

元。

公司尚未与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

3.中标金额：536,900,000.00元（含税）

证券代码：000059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将授予价格由3.89元调整为3.877

四、风险提示

2.招标人：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万海军、江明湘、曾柒三人因个人原因辞职，

的20%。同时，董事会对授予条件进行了确认，认为授予条件已达成，决定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分重要的意义，是公司积极承担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又一重要体现。

1.项目名称：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处理处置服务污泥处理服务标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限制性股票总量的80%；预留部分由1,080,000股调整为1,065,549股，占本次限制性股票总量

上迈出的坚实一步，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与战略目标的达成产生积极影响。

25，9:30-11:30，13:00-15:00；

表决结果为：同意7,850,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反对4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9：15-15：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00。

东大会。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2、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你公司2020年10月15日向法院起诉，诉求解除上市公司与易增辉之间的《关于成都赛

同意7,850,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反对4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3、会议召开地点：辽宁华锦商务酒店会议室。

所持股份的0.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上市公司” ）于2020年11月20日收到

英科技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易増辉配合办理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
安徽证监局” ）下发的《监管关注函》（皖

该事项应履行而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程序。作为公司监事，是否已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证监函〔2020〕383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调査监督，是否充分履行勤勉义务。同时，监事会仍将由此引发的相关股份冻结事宜作为取

6、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许晓军先生

消该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请详细说明监事是否足够审慎，是否充分履行勤勉义务。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监管关注函》的主要内容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要求你公司及监事会在收到本函后， 尽快对照公司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数
近日，你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次会议，决议取消公司原定于2020年11
月20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我局对此高度关注。

组织开展自查，对上述事项应出具明确的肯定性结论意见。相关结果于2020年11月24日前书

1、 你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10月15日决议通过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近日又决议取

大会通知发出后又取消的理由的正当性。（2） 取消理由是否构成对股东大会提案的实质审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公司股份435,133,31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二、相关说明

消。（1）请结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股东资格及股东权利等，详细解释说明在相关股东

徽证监局书面报告结论意见。

核，若构成，请详细说明相关法律依据；若不构成，请详细说明理由。（3）请说明作出该取消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股东大会决定是否构成对股东合法权利的限制。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7.21%；

公司及监事会收到上述《监管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将依照规定组织开展自查并向安

2．律师姓名：齐群、高孟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量442,340,1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7.66%。

面报告我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份7,206,8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5%。

四、备查文件

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

1．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高孟非律师现场见证。

2．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特此公告。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2、请详细说明监事会是否有权在相关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又取消该临时股东大会及相

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关法律依据，并说明事前是否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若是，采取何种方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20年11月20日

特此公告。

料。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券代码：600702
3、你公司监事会决议取消该临时股东大会，是否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该次临时股

证券代码：600893

证券简称：航发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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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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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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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控股股东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洋控股” ）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资产抵质押等各种融资方式努力筹措资金，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

公司资金的情形。现将该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偿还占用的资金及利息，弥补上市公司的损失，以维护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同意

反对

A股

比例（
%）
363,727,542

票数
98.7139

比例（
%）
4,736,295

票数

1.2854

比例（
%）
2,500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议案
序号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关于新增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 联方 之持续性 关 联 交
易的议案》

45
1

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68,46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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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意

反对
比例（
%）

363,727,542

票数

98.7139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日前， 将前述欠款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全部归还。2020年9月22日， 因天洋控股及其关联方未在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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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

2020年9月19日前归还非经营性占用本金及利息，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示。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弃权

议案名称
票数

天洋控股及其关联方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资产抵质押等各种融资方式，于2020年9月19
0.00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比例（
%）
4,736,295

票数

1.2854

比例（
%）
2,500

0.0007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0日、2020年10月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杨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由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三、律师见证情况

《舍得酒业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020-049）、《舍得酒业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律师：赖熠、吴桐

2020-08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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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2人，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独立董事赵晋德
先生出席会议。董事长杨森先生、董事张姿女士、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贾大风先生、彭建武
先生，独立董事梁工谦先生、王珠林先生、岳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雷卫龙先生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牟欣先生、监
事王录堂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证券代码：000572

1.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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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20日

二、议案审议情况

公告编号：临2020-080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15,093,980.39元，补助形式为现金补助。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补助项目名称

收到时间

1

职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 专
项资金补贴

2020.7.14

119,700.00

2

2019 年 下 半 年 中 小 开
项目资金

2020.8.19

46,200.00

3

近日，公司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多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标
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33,262.863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中标单位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鑫荣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金杨新村街道锦绣河山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2,888.6201

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升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
司

周浦镇周东公寓等6个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1,700.5218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东明路街道金光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2,778.2201

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周家渡街道上南三村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2,380.6503

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

拆违项目）旧房拆除工程
2020年高行镇（

1,671.5734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集土）、临港重装备区D41路（
玉宇
万祥社区C03-01地块（
路-鸿音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拆除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曹路镇2020年度农民集中居住项目旧房拆除工程

8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曹路镇减量化项目

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曹路镇拆违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金桥老街旧改项目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浦东新区龙江路（
白龙路）[首善街-丽正路（
S3）路]征地项
目

1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临港新片区机场南片区一号地块项目拆除工程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潍坊新村街
道办事处

2020年潍坊新村街道违法建筑拆除项目

1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周浦镇03单元11-05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23.8939

198,000.00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
河南省就业见
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人社规[2019]6号）

与收益相关

郑州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19年度郑州市对外开放专项资
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6

中国专利奖奖励资金

2020.11.19

100,000.00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专 利奖 励 办 法 的 通 知
（
豫政[2017]28号）

与收益相关

企业稳岗补贴

2020.7.16

1,851,360.00

关于2020年度郑州市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报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1,355.7379
60.8284

519.3640

海马汽 车销 售 有
限公司

63,849.966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川沙新镇临园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439.0173

长清北路公交枢纽新建工程

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350,000.00

16

川沙华夏社区单元A01街坊（
A01-02b地块）征收安置房项
目

与收益相关

2020.9.10

2,325,600.00

研发奖励

2020.11.18

6,759,900.00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支持汽车产业发展若干
政策等3个文件的通知(郑政[2019]19号)

与收益相关

38,329.8622

企业稳岗补贴

2020.7.16

401,280.00

关于2020年度郑州市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报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1

海南 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发展知识产权专项资
金

2020.7.22

20,000.00

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
第二批）项目申报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2

职业 技 能 提 升 培 训 补
贴

2020.9.14

576,500.00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大力
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支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通知 （
琼
人社发[2020]112号）

与收益相关

知识 产 权 发 展 科 专 利
授权补助资金

2020.9.18

25,840.00

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
第二批）项目申报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61,000.00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关于申报海口市2019年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海科工信字【
2019】290号）

与收益相关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大力
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支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通知 （
琼
人社发[2020]112号）

与收益相关

海口市企业稳岗返还申请指南

与收益相关

9

10

郑州 海 马新 能 源
汽 车销售 有 限公
司

455.4222

1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鑫荣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南码头路街道住宅小区高空坠物隐患排除项目

1,302.3101

20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鑫荣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上钢新村街道住宅小区高空坠物隐患排除项目

1,255.2909

2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鑫荣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周家渡街道住宅小区高空坠物隐患排除项目

1,370.7838

2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鑫荣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东明路街道住宅小区高空坠物隐患排除项目

1,337.5101

2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康桥镇拆违项目

1,736.0298

2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淇澳路、紫泥路

3,085.7787

特此公告。

763.3876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780.3191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3

一汽 海马 汽 车 有
限公司

14

15

预拨 新 型 学 徒 培 养 补
贴资金

2020.11.4

1,876,800.00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2020.9.29

81,800.39

16

合计

上述政府补助，均属于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中13,217,180.39元计入公司2020年
度“
其他收益” 科目；1,876,800.00元在实际收到时确认为递延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13,217,180.39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2019 年 度 工 业 发 展 专
项资金

海马财 务 有 限 公
司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
（2）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2020.7.16

关于2020年度郑州市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报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

海马新能 源 汽 车
有限公司

计入营业外收入。

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企业稳岗补贴

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
河南省就业见
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人社规[2019]6号）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2020.9.27

871.5173

上海心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收益相关

就业见习补贴

川沙新镇园二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兑付2019年下半年中小开资金的通知

2019 年 郑 州 市 对 外 开
放专项资金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18

2020.9.9

与资产/收益相
关

与收益相关

5

7

17

河 南 省 2019 年 就 业 见
习 基 地 优 秀 项目 奖 补
资金

补助依据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使用 的通 知 （
豫 人社 办
[2019]92号）

16.6595

15

上海崇明生态城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海马 汽车有 限 公
司

补助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5号）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289.5983

中标金额

3

7

10

1.补助的类型。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下属子公司近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合计

收款单位

以上政府补助均已到账，上述政府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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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20-63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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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ST海马

四、备查文件目录

3.公司副总经理申立创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洪雷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1日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项目名称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招标单位

特此公告。

13.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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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因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
限公司70%股权先后多次被采取司法保全措施，公司可能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6

三、相关风险提示

经公司自查发现，截止2020年8月19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洋控股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公司本金44,000.00万元，资金占用利息3,486.00万元。天洋控股出具《承诺函》，承诺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证券代码：60028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天洋控股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本金及利息。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天洋控股及其关联方的还款情况， 敦促天洋控股及其关联方通过

表决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20日

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解决进展情况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8月20日披露，公司经自查发现公司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公告编号：2020-093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证券简称：ST舍得

2020年11月20日

2020.11.4

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情况的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15,093,980.39

2020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