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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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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2月30日

在公司办公楼5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

议由林肖芳主持，全体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林肖芳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选举周芬（独立董

事）、郭毓俊（独立董事）及林榕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周芬担任该委

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各自的任期均与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选举郭毓俊（独立

董事）、周芬（独立董事）及林肖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郭毓俊担任该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各自的任期均与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选举宋西顺

（独立董事）、周芬（独立董事）及林肖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宋

西顺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各自的任期均与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任

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选举董事林肖芳、

郭毓俊（独立董事）及宋西顺（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林肖芳

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各自的任期均与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

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续聘林润泽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续聘周倩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续聘陈永安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续聘许文瑛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林润泽简历：

林润泽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1991年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毕业于奥克兰大学，获市场

营销和国际商务学士学位。同时任上海安记食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安记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记食品（柬埔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安记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TOMODS� BIOTECHNOLOGY� LIMITED法定代表人。 泉州市食

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泉州市工商联常委、泉州师院兼职副教授，第四届“泉州市十大杰出

（优秀）青年企业家” ，福建省食品商会副会长，2019年度泉州经济人物等。

2、周倩简历：

周倩女士，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1978年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曾任公司质检部主管、

人事行政部主管、总经理助理,至今兼任香港安记技术主管。同时任泉州市拓玛思生物医药公

司法人、总经理。

3、陈永安简历：

陈永安先生,公司财务总监，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陈永安先生历任福

建省仙游农业机械化公司财务科长、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超越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蜡笔小新(福建)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等职务,2010年至今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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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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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2月30日

在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柯金土先生主持， 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表决，同意选举柯金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其担任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柯金土先生简历：

柯金土先生，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9年5月至

2006年任北京绍涵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3月至1998年10月任湄洲湾北岸北京商会副会

长、副秘书长；1998年至今任莆田市北京商会副会长；2001年3月至2004年12月任城厢驻北京党

支部书记；2003年5月至2009年10月任城厢区北京商会会长；2003年至今任城厢区人大代表；

2004年12月至2012年5月任莆田市驻北京海淀区党支部书记；2009年至今任北京科腾兴业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至今任北京中科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至今任福

建省中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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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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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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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清濛科技工业区崇惠街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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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60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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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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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林肖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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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陈永安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林肖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62,606,833 100.0000 是

1.02 选举林润泽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62,606,433 99.9998 是

1.03 选举林榕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62,606,433 99.9998 是

1.04 选举周倩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62,606,433 99.9998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郭毓俊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62,606,533 100.0000 是

2.02

选举宋西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62,606,533 100.0000 是

2.03 选举周芬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2,606,533 100.000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柯金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162,606,533 100.0000 是

3.02 选举许文瑛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162,606,533 100.00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林肖芳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5,312,400 100.0000 0 0 0 0

1.02

选举林润泽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5,312,000 99.9925 0 0 0 0

1.03

选举林榕阳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5,312,000 99.9925 0 0 0 0

1.04

选举周倩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5,312,000 99.9925 0 0 0 0

2.01

选举郭毓俊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312,100 100.0000 0 0 0 0

2.02

选举宋西顺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312,100 100.0000 0 0 0 0

2.03

选举周芬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5,312,100 100.0000 0 0 0 0

3.01

选举柯金土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

5,312,100 100.0000 0 0 0 0

3.02

选举许文瑛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

5,312,100 100.00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海口）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儒海、黄国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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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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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即将届满，

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于近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吕婷婷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3年。吕婷婷担任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监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

规定。吕婷婷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吕婷婷将与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一起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吕婷婷女士简历：

1、吕婷婷简历：

吕婷婷女士，公司监事。197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5年至2000年为公司生产部

员工，2001年至今任公司调味粉生产厂部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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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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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方法自2020年10

月1日起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导致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等会计指标发生变化，不会产生

实际现金流，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及2019年度、2020年1-9月的利润表进行追溯

调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

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为成本模式计量，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所持有的

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不断提升，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比成本计量模式更能动态反映投资性房地

产的公允价值。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便于投资者了解公

司客观的资产状况，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变更，即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

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目前，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投资性房地

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地取得。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以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确定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二）变更日期：2020年10月1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一）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并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

有关规定，按期计提折旧或摊销。

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并按照长期资产减值的有关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

（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

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 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

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

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作为其他综合

收益，计入所有者权益。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应

当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出售、转让、报废投资性房地产或者发生投资性房地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

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会计政策

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追溯调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一）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累积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数

（增加+/减少-）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数

（增加+/减少-）

2020年9月30日

累积影响数

（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2,464,140,189.52 2,796,732,137.19 2,891,026,497.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316,214.65 24,043,576.08 26,288,565.84

递延所得税负债 697,469,681.79 734,327,575.58 759,252,828.32

其他综合收益 295,965,586.70 360,683,832.61 337,633,531.15

盈余公积 161,326.08 198,195.83 198,195.83

资本公积 47,404,945.70 39,164,106.38 31,103,156.55

未分配利润 1,342,247,845.00 1,426,697,048.68 1,481,871,758.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85,779,703.48 1,826,743,183.50 1,850,806,642.43

少数股东权益 156,207,018.90 259,704,954.19 307,255,593.03

（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度影响（增加+/减少-） 2020年1-9月影响（增加+/减少-）

营业成本 -216,391,271.46 -160,053,788.1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064,797.83 -15,094,219.92

投资收益 -7,963,431.95

所得税费用 64,096,562.76 35,441,042.75

净利润 172,359,506.53 101,555,093.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486,073.43 55,174,710.22

少数股东损益 87,873,433.10 46,380,383.30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72,101,908.78 -29,940,995.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64,718,245.91 -23,050,301.4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7,383,662.87 -6,890,694.29

综合收益总额 244,461,415.31 71,614,097.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49,204,319.34 32,124,408.7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95,257,095.97 39,489,689.01

基本每股收益 0.03 0.02

公司已聘请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戴德梁行房地产顾问

（广州）有限公司对公司现有投资性房地产的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对公司持有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合理测算评估。 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

任公司、戴德梁行房地产顾问（广州）有限公司出具了下列评估报告，公司将评估报告确定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编号 评估基准日

1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

产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91号 2018年12月31日

2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

地产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87号 2018年12月31日

3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产资

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94号 2018年12月31日

4

估价报告-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位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及香港境内之物业

F/GZ/2019/2005/AH(C) 2018年12月31日

5

房地产评估估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1118号芳汇广场之市场价值

F/GZ/2019/2031/LL 2018年12月31日

6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

产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90号 2019年12月31日

7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

地产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86号 2019年12月31日

8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产资

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93号 2019年12月31日

9

估价报告-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位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及香港境内之物业

F/GZ/2020/2072/AH(C) 2019年12月31日

10

房地产评估估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1118号芳汇广场之市场价值

F/GZ/2003/2071/LL 2019年12月31日

11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

产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89号 2020年9月30日

12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

地产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85号 2020年9月30日

13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产资

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2020]840084号 2020年9月30日

14

估价报告-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位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及香港境内之物业

A/GZ/2012/2348/AH 2020年9月30日

15

房地产评估估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1118号芳汇广场之市场价值

A/GZ/2012/2349/AH 2020年9月30日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导致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等会计指标发生变化， 不会产

生实际现金流，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投资性房地产会

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出现盈亏性质改变，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后续将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

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四、监事会对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说明

公司对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

够更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会计

政策事项。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合目前会计准则及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能够客观、 全面地反映公司投资性房

地产的真实价值。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在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

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具有可操作性。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目

前会计准则及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在审议该议案时，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专项说明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出具

“容诚专字 [2020]361Z0650号”《关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

专项说明》，认为公司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眼科 公告编号：2020-119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单喆慜女士逝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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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沉痛公告，公司于2020年12

月29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单喆慜女士家属处了解到，单喆慜女士于2020年12月28日逝世。

单喆慜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期间，

勤勉尽职、恪尽职守，以非常敬业的态度履行了作为独立董事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在保障公

司董事会合规决策、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等方面尽职尽责，为公司经营治理、业务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单喆慜女士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对单喆慜女士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单喆慜女士逝世后，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由8人减少至7人，未低于《公司法》要求的董事

会最低法定人数，独立董事由4人减少至3人，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仍

能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推举合适的

独立董事人选，并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完成相关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眼科 公告编号：2020-120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出售哈密安迅达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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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哈密安迅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天山” ）拟以1,000万元的价

格出售其下属子公司哈密安迅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密安迅达” ）100%股权，

并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鑫天山已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累计收到受让方何腾、赖文钢股权转让款

833万元，并办理完毕出售哈密安迅达100%股权的交割相关手续。哈密安迅达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于近日办理完成，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哈密安迅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0689577319K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新疆哈密市永成路南侧15号（经济开发区）

5.法定代表人：何腾

6.注册资本：壹仟叁佰捌拾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9年07月11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燃气汽车加气；压缩天然气（CNG车用气瓶）充装；太阳能电器销售；日用百

货批发销售；汽车配件、汽车用品、车用燃气配件、润滑油、五金建材、预包装食品、酒、烟、初

级农产品、家用电器、化妆品、服装鞋帽、劳保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洗涤用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有色金属材料、燃气灶具、壁挂炉、热水器的零售；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天然气技术咨询服务；车辆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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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鑫天山不再持有哈密安迅达股份。

特此公告。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0－159

债券代码：128109� � � �债券简称：楚江转债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天鸟高新对外投资设立

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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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天鸟高新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鸟高新”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芜湖天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于2020年12月5日 刊 登 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子公司

天鸟高新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4）。

二、进展情况

近日，天鸟高新完成了上述全资子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芜湖市鸠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芜湖天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WJNN37F

3、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4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法定代表人：王刚

8、住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安徽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龙腾路78号

9、经营范围：航空航天结构技术、高强防弹技术、新型复合材料技术、环保技术、化纤新材

料技术、碳纤维纺织技术开发应用；化纤织造加工，碳纤维制品、玻璃纤维制品的制造和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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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芜湖天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0－160

债券代码：128109� � � �债券简称：楚江转债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变更公司住所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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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知，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子公司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合金” ）、安徽楚江特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楚江特钢” ）、芜湖楚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物流” ）所处区域划分

至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对其公司住所进行了变更，并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取得了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楚江合金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开发区桥北工业园区红旗工

业园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桥

北工业园区红旗工业园

楚江特钢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桥

北工业园

楚江物流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九

华北路152号

除上述变更外，楚江合金、楚江特钢、楚江物流《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均未发生变

化。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2020-11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资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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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于2020年9月24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公司出资参

与设立南宁国桐莱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公司拟参与设立南宁国桐

莱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登记名称为

准，以下简称“国桐莱美”或“基金” ），国桐莱美总规模拟定为人民币52,700万元，公司作为基

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不超过15,000万元，占基金总份额不超过28.46%。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拟出资参与设立南宁国

桐莱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89）。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国桐

莱美近日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

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南宁国桐莱美纾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码：SNG599

管理人名称：同德乾元（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0年12月29日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0-150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获得核准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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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省发改委关于国电长源荆

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20﹞266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

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获得核准。

二、核准批复主要内容

1. 同 意 建 设 国 电 长 源 荆 州 热 电 二 期 扩 建 项 目 （ 项 目 代 码 ：

2020-421071-44-02-038513），项目单位为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地址：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3.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2台350MW国产超临界燃煤抽凝式热电联产机组，同步建

设烟气脱硫、脱硝装置。

4.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24.55亿元，其中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7.37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其余部分通过贷款融资。

5.项目的建设及运行要满足国家环保标准，在技术方案和材料选择等方面要充分考虑节

能的因素，采取有效措施节能降耗，满足国家节能要求。

6.项目设备采购及建设施工均按《招投标法》规定，采用规范的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

7.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

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在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节能、环境保护等各项措施。按照安全

生产“三同时”要求，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中落实各项举措，确保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所属火电装机容量359万千瓦，上述国电长源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建成后，

公司所属火电装机将达到429万千瓦。该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公司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加快

清洁高效环保煤电项目升级发展，进一步巩固扩大荆州中心城区热力市场，提高供热安全性

和可靠性，增强公司煤电机组市场竞争力。

四、其他

公司将就上述国电长源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的投资和审批决策事宜履行持续的信息

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省发改委关于国电长源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

﹝2020﹞266号）。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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