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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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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12月24日

分别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20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监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天纪生物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建设50万吨/

年饲料产品加工项目，开展进口农产品保税物流、饲料保税加工等业务。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35家金融机构申请2021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698亿元，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核准的额度为准。

（三）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2021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其他子公司日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合计担保

总额不超过152.88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上述担保金额为最高担

保限额，可以在有效期内循环使用，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在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原则上按担保金额的千分之五（年

利率）收取担保费，特殊情况，不收担保费的，需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

（四）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的

议案》。

（五）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周春梅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

司股东大会选出新的监事之日止，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前，周春梅女士继续履行监事

职责。同意公司根据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提名李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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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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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云南天纪生物有限公司（暂定名）

● 投资金额：1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用好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保税加工” 政策，公司全

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商务” ）出资1亿元人民币在云南省

红河综合保税区内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天纪生物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天纪生物” ）。

天纪生物将结合公司现有年产50万吨饲料级磷酸氢钙业务，建设年产50万吨饲料产品加

工项目，以进口玉米和国内采购粕类作为基础原料，通过先进的混合、配比、调质、造粒技术进

行加工，生产通用型饲料产品，该产品可为国内畜牧养殖业基础性饲料原料，也可作为饲料直

接使用，产品后期可根据客户需求添加饲料级磷酸氢钙。同时，天纪生物可以享受综合保税区

“保税物流、保税加工”政策及地方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拟设立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云南天纪生物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红河综合保税区围网内

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联合商务以货币出资1亿元人民币，持有其100%股权。

营业范围：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农副产品、饲料及饲料原料的初级加工、生产与销售（凭许可

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生物产品的研发；政策允许的农副产

品、粮食、饲料、食品的进口、仓储和加工（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饲料的出口和销售；饲

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配合饲料（畜禽）的生产（凭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和销售；报关代理服务，货物检验代理服务（暂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联合商务自有资金，规模可控，不会增加公司财务负担。

（二）该项目有利于公司延长产业链，完善产业体系，形成饲料和饲钙上下游产业协调发

展、相互促进，提升公司饲料产业综合竞争力。

四、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可能会面临国家相关保税加工政策的调整；饲料产品原

料供求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气候、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项目建设及产品生产

过程中的安全、质量等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天纪生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实施有效控制。公司将建立

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设置相应决策权限及考核、监督、激励机制，加强原料供应的预警与监

测，提高产品生产技术含量，持续优化管理运营，加强业务链各阶段的协同和预判，增强抗风

险能力。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0-14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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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52.88亿元，其中公司为子公

司日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148.20亿元， 子公司为公司其他子公司日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4.68

亿元。

● 被担保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此次担保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任何

不良影响。此次担保是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降低公司

综合资金成本，保证公司资金安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提高公司贷款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在综合分析各公司的

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基础上，拟对子公司2021年度融资提供一定的担保额度。

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2.88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上述担

保金额为最高担保限额，可以在有效期内循环使用，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

担保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类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2021年

拟担保额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20.00

公司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

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18.00

公司 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0

公司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30.00

公司 云南天腾化工有限公司 1.70

公司 重庆云天化天聚新材料有限公司 5.30

公司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8.00

公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6.50

公司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17.40

公司 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12.00

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3.00

公司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2.00

公司 云南三环新盛化肥有限公司 2.80

公司 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5.00

公司 天际资源（迪拜）有限公司 2.00

公司 黑龙江世纪云天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50

公司 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1.50

公司 云南云天化云峰化工有限公司 5.50

公司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 3.00

小计 148.20

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

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3.68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1.00

小计 4.68

合计 152.88

1.�对于非全资子公司，公司在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按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

担保责任，如根据金融机构认可情况等原因导致公司需提供超持股比例担保的情形，按以下

方式采取担保及风险控制措施来保证公司权益：

（1）其他股东拥有的实物资产；

（2）其他股东在其他企业的股权；

（3）其他股东在被担保公司持有的股权；

（4）其他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核认可的方式。

2.�公司在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原则上按担保金额的千分

之五（年利率）收取担保费，特殊情况，不收担保费的，需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限额内签署公司2021年度

融资担保事项（文件）。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名

称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与公

司关

系

股东及持股比例

影响被担

保人偿债

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

项

呼伦贝尔金

新化工有限

公司

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

段文

瀚

合成氨（液氨）、尿素生产和销售，甲醛、液化天然气、

煤炭生产和销售、型煤生产和销售，液氮、中油、粗酚

和硫酸铵生产和销售，发电，产品运输等。

控股

子公

司

公司持股 51%，香

港金新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13.42%，香

港金新国际有限公

司持股35.58%

无

呼伦贝尔东

明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东明

矿区

林旭

楠

煤炭开采、销售等。

控股

子公

司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无

云南水富云

天化有限公

司

云南省水富市

云富街道办事

处云天大道37

号

梁洪

化肥、化工原料、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及产品的生

产、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煤炭经营；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天驰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度假区金

柳路11号

夏应

江

危险货物运输（3类、8类）；普通货运、货物运输代理；

货物中转、物流配送代理；仓储、装卸搬运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化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建材产品的销

售；国内贸易、物资供销；房屋租赁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

南云天化联合商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无

云南天安化

工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安宁市草铺街

道办事处

曾家

其

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矿

产品，磷矿副产品，矿物饲料；生产经营黄磷、磷酸、

磷酸盐、硫酸、氟硅酸钠等化工系列产品、磷肥及复

合肥系列产品、 磷矿产品、 精细化工产品出口业务

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天腾化

工有限公司

云南省楚雄州

楚雄市开发区

冶金化工园区

丁丙

能

化肥、化工原料生产销售、研发；微生物肥、水溶肥

料、中量元素肥料、土壤调理剂生产、销售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重庆云天化

天聚新材料

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寿区

经济技术开发

区化南路3号

罗灵

危险化学品生产；票据式经营；硫酸、氩[压缩的或液

化的]、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甲

醇、甲醛溶液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化学原料、塑料

原料、复合材料（以上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三环中

化化肥有限

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海口工

业园区

赵剑

波

从事生产、经营化肥和化工产品；进出口业务等。

控股

子公

司

公司持股 60%，中

化化肥有限公司持

股40%

无

云南云天化

联合商务有

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度假区滇

池路1417号

段文

瀚

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内贸易、物资供销；

化肥进出口经营；贵金属经营；经济技术咨询服务；

国际货运代理，货运代理；农产品贸易；化肥国内贸

易；煤炭零售经营；石油等销售、燃料油、柴油、木制

品、橡胶、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物流方案

设计；铁路运输；物流信息咨询；普通货物运输经营；

道路货运代理（代办）；仓储服务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云天化

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

昆明市度假区

金柳路11号

易宣

刚

化肥、农药、农膜、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饲料及添加

剂、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农副产品、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棉花除外）、

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矿及制品等销售；粮食收购；

煤炭批发经营；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等业务。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云天化

商贸有限公

司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旅游度假

区金柳路11号

单志

萍

化肥、农副产品、化工产品及材料，饲料、农具、农膜、

农用机械、粮食的销售，粮食收购，预包装食品、散装

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农业技术开发服务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磷化集

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晋宁县昆阳镇

月山中路

崔周

全

浮选药剂和药剂合成研究， 选矿工艺矿物学研究和

分析测试实验， 浮选柱设备和自动控制系统工业化

试验研究，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研究，磷资源开采技术

研究，磷化工技术研究，尾矿利用技术研究，数字矿

山设计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磷矿石采选、销售；磷

矿石系列产品，化肥、磷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矿产

品、化工机械；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磷酸二氢钙）

生产销售等。

控股

子公

司

公司持股 81.40%，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1.16%， 交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7.44%

无

瑞丽天平边

贸有限公司

云南省德宏州

瑞丽市姐告路

西侧海关货场

办公楼二楼

王文

平

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矿产品、

农副产品、花卉、日用品、五金交电、工艺品等物品销

售，粮食收购、销售；代理报关、报检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

南云天化联合商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无

云南三环新

盛化肥有限

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海口镇

张儒

学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化肥产品，化肥、农副产品、化工

产品及化工原料的销售。公司所属土地、住房、生产

经营用房和办公用房，其他机械与设备的租赁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天 际 通 商

（新加坡）有

限公司

6SHENTON

WAY#41-01

OUEDOWN-

TOWNSIN-

GAPORE

樊 毅 肥料贸易、农产品/饲料贸易、林产品贸易等。

控股

子公

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

务有限公司持股

100%

无

天 际 资 源

（迪拜）有限

公司

UnitsNo.

29032904&290

5,

JumeirahBay-

tower,PlotNo.

X2JLT,Dubai,

U.A.E

丁雪

莲

油脂贸易，工业化学品贸易，化肥贸易，成品油贸易，

有机肥料和植物饲料贸易， 国外原油， 成品油贸易

等。

全资

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

南云天化联合商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无

黑龙江世纪

云天化农业

科技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绥化

市安达市哈大

齐工业走廊万

宝山工业园区

(化工区)E-2地

块内

易宣

刚

化肥、煤炭、塑料薄膜、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饲料及

饲料添加剂、食品、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金属制品

（稀贵金属除外）、家用电器、五金产品、建筑及装饰

材料、玻璃纤维及制品、农药销售，其他肥料制造；农

业机械制造销售； 干燥设备制造销售； 农业机械服

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粮食收购；贸易代理服务等。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 51%，黑

龙江省世纪云天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持

股49%

无

云南云天化

红磷化工有

限公司

云南省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

州开远市西北

路

李天

华

化肥、氟硅酸钠、硫酸、磷酸、合成氨、化工原料、磷矿

石系列产品、农产品、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及产品

的生产、销售；化工机械及零配件制作安装；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 国内贸易代理服务、 国际贸易代理服

务；技术推广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装卸搬运和仓

储业；货物运输代理等。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云天化

云峰化工有

限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

宣威市板桥街

道云峰公司

张勇

生产销售：化肥、硫酸、磷酸、硝酸、氟硅酸、磷酸一

铵、磷酸二铵、聚磷酸铵、硝酸铵溶液、磷酸二氢钾、

氟硅酸钠、复合（复混）肥料、有机肥料、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稳定性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

料、液体肥料、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石膏、土壤调

理剂、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磷矿副产品、建筑材料等。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 74.88%，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云南） 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 合 伙 ） 持 股

25.12%

无

云南大为制

氨有限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

沾益区花山街

道办事处

宋向

礼

液体无水氨、工业硫磺、工业氮、硫酸铵、氨水、车用

尿素、食品添加剂碳酸钠、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氮

磷钾化学肥料、工业碳酸钠、氯化铵、掺混肥料及复

混肥料、复合肥料、水溶肥、有机复混肥、无机复混

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的生产和销售；农业生产资料销

售及贸易；农化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仓

储物流服务；资产租赁业务；进出口业务等。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 93.89%，

曲靖大为焦化制供

气有限公司持股

6.11%

无

（二）被担保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名称

2019年（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818,734.12 165,651.62 153,515.62 9,464.70 827,568.02 173,901.50 102,214.32 7,662.63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182,287.98 39,638.46 69,304.99 13,492.67 189,904.27 31,973.55 49,662.18 5,891.90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451,710.42 212,594.29 236,149.54 28,850.41 510,757.07 222,512.79 163,304.39 9,143.62

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50,856.35 22,248.66 230,066.09 5,141.71 63,623.93 25,256.01 163,050.22 2,841.61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653,783.66 195,404.70 490,285.54 14,570.54 631,298.21 198,470.68 315,351.58 2,020.87

云南天腾化工有限公司 27,203.97 2,536.15 25,907.16 -2,873.72 29,024.15 2,565.18 31,194.56 -79.48

重庆云天化天聚新材料有限公

司

130,585.11 67,636.65 107,985.16 11,419.02 131,675.43 74,202.44 68,021.93 5,857.94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187,462.61 45,553.31 273,864.51 -3,746.98 162,065.72 47,143.80 191,986.24 1,182.80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1,030,

220.82

135,479.53

3,017,

760.56

17,615.78

1,177,

193.63

145,815.73

2,446,

220.68

5,505.32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352,167.36 44,308.13

1,325,

759.43

1,528.27 351,172.37 38,750.75 899,396.48 -6,078.06

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192,981.18 6,463.43 501,664.63 -7,204.98 129,605.60 5,065.15 221,256.13 -1,466.65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1,088,

244.55

395,669.42 558,184.12 19,996.96

1,033,

484.33

381,566.79 377,871.66 22,660.78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148,793.43 9,464.97 844,372.31 1,085.62 225,429.71 9,835.43 471,578.94 370.47

云南三环新盛化肥有限公司 86,954.22 45,798.80 116,963.59 -1,696.06 85,261.69 43,443.32 73,875.97 -2,439.03

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240,182.73 17,249.70

2,279,

343.52

835.48 381,566.01 19,152.58

1,814,

986.51

2,359.19

天际资源（迪拜）有限公司 229,679.79 4,397.19 235,168.55 1,545.71 145,327.01 3,749.70 221,305.29 -582.16

黑龙江世纪云天化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50,099.50 5,725.08 99,230.70 507.29 49,828.90 3,782.88 71,382.92 -1,949.79

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234,847.47 50,977.80 166,879.04 -12,484.10 237,222.97 50,142.16 151,671.80 -1,732.42

云南云天化云峰化工有限公司 117,389.43 34,152.39 146,055.66 -3,111.61 116,251.97 51,739.47 100,857.61 725.97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 189,180.00 -130,215.06 194,258.88 6,118.31 162,203.53 45,119.58 126,043.40 12,152.0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限额，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内部资源优化配置，降低

公司综合资金成本，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同意

2021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其他子公司提供日常融资担保。

五、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此次担保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此次担保是为支持子

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降低综合资金成本，保证资金安全。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107.02亿元，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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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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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近日收到监事周春梅女士关于辞去公司监事的报告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关于推荐云天化股份董监事的函》，因工作原因，周

春梅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股东大会选出新

的监事之日止，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前，周春梅女士继续履行监事职责。根据云天化集

团推荐，提名李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周春梅女士在任职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防范风险、内控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

献。公司对周春梅女士在任职期间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丹，女，1968年6月出生，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经济师。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任云天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助理；2013年5月至2016年8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2016年8月至2018年6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

长；2018年6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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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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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月15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月15日

至2021年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

3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2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已经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司临2020-148号、临2020-149号公告、临2020-150号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未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未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

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

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96 云天化 2021/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公司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亲自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者交通及食宿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871-64327177� �传真号码：0871-64327155

联系人姓名：苏 云 徐刚军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3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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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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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20年12月24日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20年12月30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当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天纪生物

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建设50万

吨/年饲料产品加工项目，开展进口农产品保税物流、饲料保税加工等业务。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20-147号公告。

（二）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35家金融机构申请2021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698亿元，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核准的额度为准；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审议批准的额

度内自行办理资金借款或其他融资业务。

（三）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2021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其他子公司日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合计担保

总额不超过152.88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上述担保金额为最高担

保限额，可以在有效期内循环使用，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在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原则上按担保金额的千分之五（年

利率）收取担保费，特殊情况，不收担保费的，需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董事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限额内签署公司2021年度公司融资担保事项（文

件）。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20-148号公告。

（四）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

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云南省属企业市场化选聘中层及以下经营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和公司《经理层契约化及职业经理人管理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

需要，对《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李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至公司股东大会选

出新的董事之日止，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董事前，李丹女士继续履行董事职责。根据控股股

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莫秋实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20-149号公告。

（六）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20-151号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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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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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近日收到董事李丹女士关于辞去公司董事的报告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关于推荐云天化股份董监事的函》，李丹女士因工作

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至公司股东大会选出新的董事之日止，在

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董事前，李丹女士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经云天化集团推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莫秋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丹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提升公司治理、强化规范运作及推进经营决

策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公司对李丹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通过对提名人选资质的审

核，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莫秋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莫秋实，男，汉族，1981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2011年3月至2013年4月任珠海

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3年4月至5月任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2013年5月至2014年12月任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2014年12月至2016

年7月任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16年7月至2020年9月任云南云天化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20年9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证券代码：002713� � � �证券简称：东易日盛 公告编号：2020-109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分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下发的《关于批准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等58家单位设立园区类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分站的通知》（京人社专技字〔2020〕115号），公司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开展博

士后工作。

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整体家装设计、工程施工、主材代理、自产的木作产品配套、软装设计

及精装后的家居产品等系列服务。近年来，公司率先启动科技化转型，拥有100余项专利，是家

装行业中率先通过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公司持续进行基于数

字化及人工智能家装关键技术的研发工作，有效解决了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实现了智能化数字

技术在家装领域的应用和推广。

本次公司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与高校、 科研院所的合

作，为公司培养更多高层次技术人才；同时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家装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能力，

实现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促进公司持续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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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2020年1月1日至12月29日期间，累

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44,692.77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4,023.21万元。其中累计

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10.22%，具体

情况如下：

项目 发放主体 补贴依据 补助金额（元） 补助类型 会计处理方法

税收返还 长沙市高新区财政局

《市级税收留成产业扶持

资金报告》

136,419,284.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软件退税 长沙高新区国税局 财税{2011}100号 25,545,265.74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车桥产业园改扩建

项目建设扶持补贴

津市市财政局

《车桥产业园改扩建项目

政策扶持协议》

25,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增值税退税 长沙市高新区税务局 财税【2016】36号 22,151,873.97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软件退税 长沙高新区国税局 财税{2011}100号 19,000,502.86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重点研发创新平台

补贴

芜湖市三山区财政局 芜产创【2020】39号 15,341,7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退二进三项目补贴 常德市财政局 常经信发【2014】19号 14,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软件退税 长沙高新区国税局 财税{2011}100号 11,162,681.16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集聚基地项目补贴 芜湖市三山区财政局

《自动驾驶系统开发项目书及

补充协议》等

10,216,04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产品推广与服务

扶持补贴

汉寿县人民政府

《关于投资建设智慧农机产业

园项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

1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

共计251笔

长沙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等 153,484,455.21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

共计56笔

长沙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等 14,902,166.42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

共计2笔

长沙市财政局等 274,600.33 与收益相关 冲减财务费用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

共计2笔

科学技术部等 1,232,1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

共计18笔

长沙市财政局等 28,429,100.00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与收益相关合计 446,927,669.69

与资产相关合计 40,232,100.00

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单列，1000万元以下合并计入“其他”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42,

361.14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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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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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于近日完成了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895295174 913100007895295174

名称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梁栋科 梁栋科

注册资本 人民币16600.0000万 人民币16600.0000万

成立日期 2006年06月7日 2006年06月7日

营业期限 2006年06月7日至不约定期限 2006年06月7日至不约定期限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2幢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2幢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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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仪器仪表的

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民用防护用

品的生产销售，日用品及医疗器械灭菌技术咨询，

消毒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产品、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料

制品的销售，模具设计、销售，从事模具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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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检验检测服务；货物

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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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仪器仪表的

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民用防护用

品的生产销售，日用品及医疗器械灭菌技术咨询，

消毒服务，住房租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化工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制品的销售，模

具设计、销售，从事模具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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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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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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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月29日，我司注意到国内部分媒体发布或转载关于公司将于2021年1月1日上调所

有产品价格30%的不实报道，为了避免投资者对报道内容产生误解，现予以说明如下：

一、传闻简述

有媒体于2020年12月29日报道了汇顶科技将从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产品美金价格统

一上调30%的有关信息。

二、澄清声明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 603160)，于12月28日向下游代理商及客户发出的产

品涨价通知函，是根据供应情况，仅针对我司部分触控产品GT9系列的销售价格作出价格调

整。我司并未对其他产品线的相关产品作出价格调整；也未曾向其他产品线有关的代理商及

客户发出涨价通知函。

三、其他提示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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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媒体

通过公司官网关注公司的官方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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