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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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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12月30日上午9:00以

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从2020年12月20日起以传真、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及相关资料。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王民董事长主持，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会议

经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参与投资华民科创叁期（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加投资收益，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持续发展，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参与投资由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管理的华

民科创叁期（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请

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关于参与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向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营业部贷款给

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期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

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6.3%，按季付息；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上述委

托贷款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向舒城县万佛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委托光大银行合肥分行贷款给舒城县万佛山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期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

利率为6.4%，按季付息；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投担保” ）为上述委

托贷款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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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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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华民科创叁期（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注

册为准，以下简称“华民科创叁期基金” ）。

●投资金额： 基金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2亿元 （含）， 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含）。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事项须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报备， 尚未签署相关的正式合伙协

议；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经营风险和退出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加投资收益，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持续发展，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不超过1亿元（含）参与投资由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民投资” ）管理的华民科创叁期基金，成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

华民科创叁期（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根据公司《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1.有限合伙企业名称：华民科创叁期（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266号10号楼

3.管理人：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4.投资领域：主要专注于战略新兴及文化科技产业中后期拟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5.存续期：存续期5年，其中投资期为1年，退出期为4年，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延长存续期

限1年。

6.出资构成：合伙企业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2亿元（含），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含），剩余部分由管理人出资及募集。

7.管理费用：存续期内（包含投资期和退出期）按实缴出资2%/年；延长期不收管理费。

8.收益分配：整体先回本，后分利的方式，收回本金后GP/LP按20%：80%比例进行分配。

三、合伙企业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彩田路5015号中银大厦A、B座A座17层E

4.法定代表人：崔斌

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

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

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6.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民投资经审计总资产224.77万元、净资

产213.13万元、净利润-41.87万元。

7.管理人简介：华民投资成立于2019年，2020年4月取得基金管理人资格，管理人登记编码

为P1070834， 是专注于战略新兴及文化科技产业中后期拟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的专业投资管理

机构，华民投资目前管理规模超过3.6亿元人民币。

8.公司与华民投资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民投资核心投资团队过往在战略新兴和文化科技等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经验，公

司参与投资华民科创叁期基金， 可以借助华民投资投资团队在中后期项目投资领域的资源优

势和专业优势，降低投资成本，投资风险更为可控。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投资华民科创叁期基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预期能够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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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1.本次投资事项须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报备，尚未签署相关的正式合伙协议。

2.该投资基金基本投资于中后期的项目企业，基金净值随投资项目的发展及市场表现而

具有一定的波动型，存在一定的运营风险，且不能保证盈利及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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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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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

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国国投” ）

●委托贷款金额：

宁国国投委托贷款项目金额为5,000万元整。

●委托贷款期限：

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期限为2年。

●贷款利率：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6.3%。

●担保：

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投担保” ）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一、委托贷款概述

1.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委托中信银行芜湖分行营业部贷款给宁国国投，委托

贷款期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6.3%，按季

付息；皖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宁国市国

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1.借款人企业名称：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宁国市人民路财政局大楼

3.法定代表人：丁涛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整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主营业务：政府性投资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管理；政府性资源与国有资产的整合、运

营；城市基础设施及土地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企业兼并、重组；资产租赁；对外投资；政府建

设性投资及接受市政府委托经营其它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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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宁国国投经审计总资产2,102,700万元、净资产1,031,142万元、营业收

入88,742万元、净利润28,237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宁国国投未经审计总资产2,362,918万元，净资产1,034,148万元、营业

收入23,747万元、净利润3,003万元。

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担保公司名称：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568359562

法定代表人：徐静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整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楼1703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业务，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一般经营

项目：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

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服务，项目投资。

宁国国投委托贷款项目由皖投担保出具了担保意向函（正式的担保手续正在办理中），皖

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皖投担保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为安徽省属

大型融资性担保公司，有较强的担保能力。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预期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皖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委托贷款项目风险可控，保障措施充分

有效。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间歇性资金量大的特点，为更好发挥资金效益，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开展

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可以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公司所开展的各类委

托理财和委托贷款项目，均由省级国有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了资金安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贷款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公告项目），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进行委托贷款的发生额为

10,000万元，余额为22,900万元，占公司截止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4.78%。公司无委

托贷款逾期事项。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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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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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

舒城县万佛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佛山旅游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

万佛山旅游公司委托贷款项目金额为10,000万元整。

●委托贷款期限：

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期限为2年。

●贷款利率：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6.4%。

●担保：

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投担保” ）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一、委托贷款概述

1.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委托光大银行合肥分行贷款给万佛山旅游公司，委托

贷款期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6.4%，按季

付息；皖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舒城县万

佛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1.借款人企业名称：舒城县万佛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万佛山风景区

3.法定代表人：沈国庆

4.注册资本：6500万人民币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主营业务：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投资与管理、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旅游商

品生产、销售，旅游接待、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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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万佛山旅游公司经审计总资产63,030万元、净资产47,127万元、销售

收入23,235万元、净利润166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万佛山旅游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72,557万元、净

资产47,291万元、销售收入9,603万元、净利润248万元。

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担保公司名称：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568359562

法定代表人：徐静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整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楼1703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业务，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一般经营

项目：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

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服务，项目投资。

万佛山旅游公司委托贷款项目由皖投担保出具了担保意向函（正式的担保手续正在办理

中），皖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皖投担保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为

安徽省属大型融资性担保公司，有较强的担保能力。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预期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皖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委托贷款项目风险可控，保障措施充分

有效。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间歇性资金量大的特点，为更好发挥资金效益，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开展

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可以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公司所开展的各类委

托理财和委托贷款项目，均由省级国有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了资金安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贷款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公告项目），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进行委托贷款的发生额为

10,000万元，余额为22,900万元，占公司截止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4.78%。公司无委

托贷款逾期事项。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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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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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5号《关于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

电”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9,423,233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2.31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39,999,998.23元， 扣除支付的各项发行费用35,

852,830.3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04,147,167.92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6002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签订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2020年12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账户

并与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江苏省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并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公司 专户用途 金额

（

元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

行

544375468083

亨通光电

PEACE

跨洋海缆通

信系统运营项目

335,08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2250199763600002810

亨通光电

PEACE

跨洋海缆通

信系统运营项目

1,754,81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8112001014000577368

亨通光电

PEACE

跨洋海缆通

信系统运营项目

640,11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

行

2040000100000629917

亨通光电 补充流动资金

1,414,999,998.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支行

020900268410609

亨通光电

100G/400G

硅 光 模

块研发及量产项目

865,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支行

512910333710803

亨通洛克

利科技有

限公司

100G/400G

硅 光 模

块研发及量产项目

0

合计

5,009,999,998.23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0-101号

为推进“PEACE跨洋海缆通信系统运营项目” 顺利开展，2020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开设募集资金账户并与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存储

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并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公司 专户用途

中国银 行

（

香

港

）

有限公司

012-875-2-051120-1

PEACE CABLE INTERNATIONAL

NETWORK CO.LTD

（

以下简称

“

PEACE

CABLE

”）

PEACE

跨洋海缆通信系

统运营项目

中国银 行

（

香

港

）

有限公司

012-875-2-050861-2

Hengtong Submar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Ltd

（

以下简称

“

Hengtong

Submarine

”）

PEACE

跨洋海缆通信系

统运营项目

（

注

）

注：鉴于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Hengtong� Submarine持有Peace� Cable� 100%股权，后期如果

公司以增资形式给实施主体PEACE� CABLE提供资金， 则募集资金将通过Hengtong�

Submarine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012-875-2-050861-2）划入PEACE� CABLE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012-875-2-051120-1）。

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尚未划入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公司将根据“PEACE跨洋海缆通

信系统运营项目”的实施进度，将所需募集资金从亨通光电的募集资金专户分批划入上述账

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签订主体如下：

甲方1：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PEACE� CABLE� INTERNATIONAL� NETWORK� CO.LTD

甲方3：Hengtong� Submar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Ltd

（“甲方1” 、“甲方2”和“甲方3”合称为“甲方” ）

乙方：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甲方在乙方开设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名分别为 “PEACE� CABLE�

INTERNATIONAL� NETWORK� CO.LTD–Escrow� Account”【012-875-2-051120-1】和

“Hengtong� Submar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Ltd – Escrow� Account”

【012-875-2-050861-2】。 以上两个专户均仅用于甲方 “PEACE跨洋海缆通信系统运营项

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倘甲方计划在乙方以通知存款或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甲方须承诺上述通知存

款或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上述方式续存，并通知

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或规章。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

定》的相关要求，丙方须告知甲方及乙方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

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在代管资金存放在该专户的期间，乙方须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及丙方送递报

告，列出在前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代管资金的总额及在该月所有进出该专户的收付信息。乙方

须确保报告真实、准确及完整。如甲方一次性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按10亿元计），乙方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佳伟、缪晏可随时向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有关

甲方专户的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如指定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有

关甲方专户的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

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六）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时，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及乙方， 同时以书面通知甲方及乙方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有效性。

（七）倘丙方发现甲方及/或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应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

（八） 倘乙方连续三次未能向甲方及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专户。

（九）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续督导责任

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四、备查文件

亨通光电、PEACE� CABLE、Hengtong� Submarine、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与中国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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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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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

年12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或电

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钱建林先

生主持，审议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账户并与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存储监管协议》一项议案，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账户并与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0-109号。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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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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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0日，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

司独立董事陈海权先生递交的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中关于“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的规定，陈海权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时间将满六年，特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离任后陈海权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陈海权先生的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

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因此，陈海权先生的离任申请将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

董事后生效，陈海权先生将继续履行职务至新任独立董事选举完成之日。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陈海权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陈海权先生为公司发展和董

事会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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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得注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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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9年度股东年会批准了《关于向本公司董

事会授予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一般授权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获得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

的一般授权，可在待偿还余额总计不超过折合人民币120亿元的范围内，以一批或分批形式

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 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0年3月18日和2020年6月23日的公

告。

遵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本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

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于近日收到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

SCP704号）。根据该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

民币2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

销。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积极推进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兑付等相关工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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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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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

12月30日（星期三）上午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在深圳举行。

(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发送方式：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日期：2020年12月24日。

(三)�会议应到董事12人，出席及委托出席董事11人，其中董事胡伟、廖湘文、文亮、陈燕和

陈志升亲自参加了本次会议；董事王增金、范志勇和陈元钧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已分别委托

董事文亮、陈燕和廖湘文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蔡曙光、陈晓露和白华亲自参加了本次会

议，独立董事温兆华因个人原因没有出席本次会议。

(四)全体监事以及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伟主持，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收购新疆准东新能源基地昌吉木垒风电场299MW风力发电项

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按照议案中的方案投资收购新疆准东新能源基地昌吉木垒风电场

299MW风力发电项目。鉴于相关协议尚未签署，上述交易能否成立还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关注。本公司将在相关协议签署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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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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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下发的《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云南电网2020-2022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通知》（文发改价格[2020]467号）文，现将电价调整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电价调整政策具体情况

1.降低全州电网大工业销售电价。所有电压等级大工业用户每千瓦时降低1.175分。

2.规范大工业基本电价。文山州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大工业基本电价与云南省电网相同，

最大需量37元/千瓦·月，变压器容量27元/千伏安·月；非市场化交易的大工业基本电价维持

不变。

以上电价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电价调整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该电价调整政策可能对公司的销售收入产生一定

的影响，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增供扩销、降本增效力度，以降低电价调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备查文件：

1.《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云南电网2020-2022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

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0]1115号）

2.《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云南电网2020-2022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通知》（文发改价格[2020]467号）

证券代码：601700� � �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告编号：2020-072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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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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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29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 （https://ecp.sgcc.com.cn/ecp2.

0/）公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年第二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中标公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年第六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中标公

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0年白鹤滩-江苏特高压工程第一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年第二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铁塔及

构支架活动中，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包9、包63、包131、包

144的中标人；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年第六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铁塔及

构支架活动中，公司为包5的中标人；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0年白鹤滩-江苏特高压工程第一

次设备招标钢结构及构支架活动中，公司为包2的中标人，上述6个标包中标金额约2.38亿元，

约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8.09%，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本次中标人公示平台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详

情请查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年第二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中标

公告》，网址如下：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020122994004066_2018060501171111

2、《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年第六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中标公告》，网

址如下：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020122993903970_2018060501171111

3、《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0年白鹤滩-江苏特高压工程第一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网址如下：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020122994222747_2018060501171111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2021年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签署正式合同，上述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