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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３３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８３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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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２０ 年１１
月１７日通过专人送达和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段
永秀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公司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９月２８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票方案的议案》（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有关规定，对
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因此，公司董事会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将募集资金总额由 “
不超过６４，５００．００万元 （
含６４，
不超过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
含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并相应调整募
５００．００万元）”调减为“
集资金在募投项目中的投资金额 （
补充流动资金由１９，２０７．００万元调整为１６，
３０７．００万元）， 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 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８４）。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修订稿）的议
（
二）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
根据 《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相应修订非公开发行预案中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修订
的相关内容，编制了《
稿）》。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报告（
修订版）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
根据 《
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规定，公司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相应修
尚
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编制了《
修
纬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订稿）》，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四）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
修订版）的议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根据 《
２０１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１７ 号）》《
的意见》（
国办发［
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２０１３］１１０ 号）以及《
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５］３１号）等文
件的有关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
案调整的具体情况，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分析，提
出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 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８５）。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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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８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股股票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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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９月２８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有关规定，对于本次发行董事
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因此，公司董事会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
相应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
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如下：
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１．对南京艾格慧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根据公司对南京艾格慧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
１７日对南京艾格慧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额５００．００万元，属于本次发行相
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内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２．对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实施的股权投资
根据公司对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川商控股”）的《
投
资协议书》，川商控股注册资本１３３，１００万元，公司认缴出资３，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公司实缴首期出资６００万元，余下出资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前缴足。川商控股于
公司章程》第十条“
…后期注册资本在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召开股东会，批准将《
年１１月１８日前缴足”修改为“
．．．．．后期注册资本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前缴足”，并通过
了《
公司章程修正案》。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川商控股将《
公司章程》第十条“
…后期注
册资本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前缴足”修改为“
．．．．．后期注册资本在２０４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前
缴足”。因此，公司认缴的出资额尚有２，４００万元未实际缴纳，属于拟实施的财务
性投资。
综上，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
资（
包括类金融投资）合计为２，９００．００万元。公司董事会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将募集资金总额由 “
不超过６４，５００．００万元 （
含６４，
不超过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
含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并相应调整募
５００．００万元）”调减为“
集资金在募投项目中的投资金额 （
补充流动资金由１９，２０７．００万元调整为１６，
３０７．００万元），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
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规模进行了
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发行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３３

化；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８2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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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２０ 年１１
月１７日通过专人送达和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广胜
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９名，实到９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
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９月２８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票方案的议案》（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有关规定，对
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因此，公司董事会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将募集资金总额由 “
不超过６４，５００．００万元 （
含６４，
不超过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
含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并相应调整募
５００．００万元）”调减为“
集资金在募投项目中的投资金额 （
补充流动资金由１９，２０７．００万元调整为１６，
３０７．００万元）， 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 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８４）。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议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
根据 《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相应修订非公开发行预案中
的相关内容，编制了《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修订
稿）》。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修订版）的议案》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
根据 《
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规定，公司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相应修
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编制了《
尚
修
纬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订稿）》，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
修订版）的议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根据 《
２０１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１７ 号）》《
的意见》（
国办发［
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２０１３］１１０ 号）以及《
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５］３１号）等文
件的有关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
案调整的具体情况，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分析，提
出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 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８５）。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回避票０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３３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８5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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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２０１４】１７号）、《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关于
２０１３】１１０号）以及《
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本次非公
２０１５】３１号）
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
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上述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一）主要假设和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成后，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未
来公司业务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 公司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
面临下降的风险。
考虑上述情况，公司基于下列假设条件对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测算，以下假
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即期回报主要财务指标的摊薄影响， 不代表
公司对未来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公司收益的实现取
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和公司业务发展状况等诸
多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
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关假设如下：
１、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本公司经营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２、为最大限度考虑摊薄即期回报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为测算的假设时间，最终以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发行后的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３、为量化分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假设本次非公
开发行数量不超过１５５，９７１，５００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６１，６００．００万元，同时，
本次测算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 最终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以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数量为准；
４、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审计报告，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１０，３６７．１２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８，
６０８．８５万元；
５、假设２０２０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有以下三种情况：（
１）与２０１９年度持平；（
２）较２０１９年
度增长１０％；（
３）较２０１９年度下降１０％；
６、在预测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时，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５１９，９０５，０００股
为基础， 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影响， 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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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７８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二、会议审议事项
择机确定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等具体事项，并由董事
《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会秘书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登载在 《
中国证券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
四）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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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等相关
ｃｏｍ．ｃｎ）向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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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项的公告》。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提案编码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备注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由于股东重复投票导致对该股东的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不利影响及相关后果，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非累积投票提案
（
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下午１４：３０。
１．００
√
的议案
２．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一）登记方式：
（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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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８日上
个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上午０９：１５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能
至下午１５：００。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公司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发出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证券账
（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户卡、能证明委托法人股东资格的有效证明（
包括营业执照等）及其法定代表人
（
七）会议出席对象：
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书。
１．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 少应当在大会召开前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二）登记时间：
次会议和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休息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日除外）
。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４．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１．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
八）会议地点：南宁市滨湖路４６号国海大厦１楼会议室。

７、假设公司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不存在股权稀释的事项。
（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期末总股本（
股）

５１９，９０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未考虑本次发行
５１９，９０５，０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考虑本次发行
６７５，８７６，５００

６１，６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数量（
股）

１５５，９７１，５００

预计完成时间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

情况 １：２０２０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２０１９年
度保持不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１０，３６７．１２

１０，３６７．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８，６０８．８５
净利润（
万元）

１０，３６７．１２

８，６０８．８５

８，６０８．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０９％

６．５９％

６．３８％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８９％

５．４７％

５．３０％

情况２：２０２０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２０１９年
度增长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１１，４０３．８４

１１，４０３．８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８，６０８．８５
净利润（
万元）

１０，３６７．１２

９，４６９．７４

９，４６９．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１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０９％

７．２３％

７．００％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８９％

６．００％

５．８１％

情况２：２０２０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２０１９年
度下降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１０，３６７．１２

９，３３０．４１

９，３３０．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８，６０８．８５
净利润（
万元）

７，７４７．９７

７，７４７．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０９％

５．９５％

５．７６％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８９％

４．９４％

４．７８％

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系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９号一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年修订）规定计算。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上市公司股本数量、净资产
规模将大幅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低于
净资产和总股本的增长幅度， 则每股收益等指标在本次发行后存在短期内下降
的风险。
公司提醒投资者，上述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本次发行尚需监管部门
核准，能否取得核准、取得核准的时间及发行完成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一旦
前述分析的假设条件或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 不能排除本次发行导致即期回
报被摊薄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
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所处行业
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行业地位，符合公司及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分析，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
的《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
析报告》。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
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
一）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高端特种电缆是公司的主营产品，包括核电站用电缆、轨道交通用电缆、中
压交联电缆、高压电力电缆、太阳能光伏发电用电缆等，并被广泛应用于核电、轨
道交通、国网电力、光电、风电等诸多领域。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
轨
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其中，建设项目是对现有产品产能的扩大提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公司现有业务的做大做强及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
二）本次募投项目的人员、技术和市场储备情况
（
１）人员储备情况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生产、研发和管理团队。公
司现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４００余人，占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公司建立了
相对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可以为募投项目实施持续补充人才资源；同时，公司
将通过不同渠道，采用市场化模式，引进各类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生产制造人
员。综上，公司拥有充足、结构合理的人员储备以保障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
（
２）技术储备情况
公司始终坚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综合竞争能力，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
公司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与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理
工大学、四川大学、上海电缆研究所等建立了稳定的产学研战略合作。公司拥有
一批超１５０人的资深、专业的研发团队，并取得了４０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公司已成
熟掌握了 “
辐照交联新技术”、“
高阻燃电缆生产技术”、“
绿色环保型电缆生产技
绝缘双层共挤工艺”等核心技术，且已成熟运用于核电、轨道交通和环保
术”和“
型特种电缆等各类产品，上述技术储备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
（
３）市场储备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的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及新能源用特种电
缆。
在轨道交通领域，作为公司继核电产品之后的核心产品，轨道交通用电缆满
足轨道交通领域对电线电缆高安全性、可靠性和高阻燃性的要求，获得该市场领
域客户的广泛认可。目前，公司已或正在服务于北京、西安、成都、上海、重庆、合
肥等三十余个城市的地铁项目建设，沪通铁路、渝怀铁路、京源铁路等十余条铁
路项目建设，以及昌赣客运专线、南海有轨电车等城际轨道项目建设。
华
在新能源领域，核电站用电缆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
龙一号”核设施用电缆技术被认定为“
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拥有国家签发的《
民
用核安全设备设计许可证》和《
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许可活动范围全面
涵盖第三代核电站用安全壳内（
Ｋ１类）和安全壳外（
Ｋ３类）电缆。公司已成为中国
广核集团战略供应商，公司持续服务于太平岭、漳州、福清、霞浦、石岛湾等核电
站项目，以及持续为其他核电配套设备厂家进行批次供货。同时，公司聚焦绿色
发展，稳步发展光伏发电、风电业务，公司服务于黄河水电公司３００ＭＷ光伏发电
项目、肃州光伏发电项目、芮城西陌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等光伏项目建设，以及兴
业龙安风电场、深能源扎鲁特旗保安风电场、建投丰宁东梁风电场等风电项目建
设。
公司在轨道交通及新能源领域的产品质量得到市场的认可，在手订单充足，
收入规模不断扩大， 将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充足市场
保障。
五、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有所下降，考虑上述情况，为保
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
公司采取的措施包括：
（
一）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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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重庆辖区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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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上市公司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促进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重庆证监局指导，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重庆辖区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
活动”。

２．委托人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２）。
３．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４．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０７７１－５５３９０３８ ０７７１－５５３２５１２
传
真：０７７１－５５３０９０３
电子邮箱：ｄｓｈｂｇｓ＠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联 系 人：覃力、李素兰
（
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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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详见本通知
附件１。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２．授权委托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
一）投票代码：３６０７５０ ；
（
二）投票简称：国海投票；
（
三）本次股东大会不设总议案；
（
四）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
五）对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
一）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上午０９：１５－０９：２５，０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将紧密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抗经营风险的能力及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将积极推动主营业务发展，积极拓展市场，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和
盈利能力。
（
二）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使用规范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开设专户存储，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严格管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持续接受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
监督检查。公司将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
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
用风险。
根据 《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规则》《
《
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
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项存储和使用，确保募集资金用于指定项目。同时，督促公司定期对募集
资金进行内部审计， 并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检查和监
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
三）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 《
公司法》《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
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
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运作规范。目前，公司拥有较完善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适应
的、能充分独立运行的、高效精干的组织职能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各
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制约。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运行有效。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形成了一套较
为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
公司法》
《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切实保护投资
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四）严格执行公司既定的分红政策，保证公司股东的利益回报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通知》的要求，公司制定了《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股东回
报规划》，进一步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
公司将根据国务院 《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作的意见》、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并在充分听取广
大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严格执行《
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在公司主
营业务实现健康发展和经营业绩持续提升的过程中， 给予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合
理回报。
六、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
实履行的承诺
（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
１、本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切实履
行对上市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
２、自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及／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 且当
前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制定新的规定，以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３、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
措施以及本人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若本人违反该等
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
（
１）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
２）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
３） 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
布的有关规定，对本公司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
１、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自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及／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 且当
前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以符合相关要求。
７、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以及本人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
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
（
１）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
２）依法承担对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
３） 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
布的有关规定，对本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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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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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受理序号：２０２７０２），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
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
开披露，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专项披露。公司将
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
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一）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上午０９：１５至下午
１５：００。
（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圳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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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单位）作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５０，股票简称：国
海证券） 的股东， 兹委托
先 生 （女 士 ）（身 份 证 号 码 ：
），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授权如下：
一、代理人具有表决权
二、本人（
本单位）表决指示如下：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变更公
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三、本人（
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表决。
委托人（
亲笔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数量：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地址及邮编：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联系电话：
注： 本授权委托书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
效。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２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换发的《
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次活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星期四）１５：００－１６：３０举行，投资者可以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参与本次活动。
届时，公司相关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投资
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一对多”形式的在线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
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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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原有《
药品生产许可证》将
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到期。近日公司收到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药品生
产许可证》，相关主要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１６号
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６００００７２１２２４９１ＸＧ
法定代表人：王成栋
企业负责人：ＬＩ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质量负责人：李媛

许可证编号：琼２０１５００２８
分类码：ＡｈＤｈ
日常监督管理机构：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０５日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１６号；原料药，冻干粉针剂（
三
车间、四车间），小容量注射剂（
含卡式）＊＊＊
本次公司换发《
药品生产许可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