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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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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次会议以

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于2020年12月24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 并于2020年12月29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张研董事长主持，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设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对公司现行内设机构进行调整，使组织管理体系匹配公司发展战略，优化内设机构职

能及人员编制，完善风险防控，提高工作效率。调整之后，公司内设机构为16个，具体为：董事会

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合署办公）、审计部、党群工作部（工会）、纪检室、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

部）、财务资金中心、法律事务部、运营管理中心、投资拓展部、营销策划部、设计管理部、报批

报建部、成本招采部、工程管理部、客户关系部、资本运营部。

二、审议通过《关于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商管” ）经营管理公司部

分物业，同意公司与珠江商管签订《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委托经营协议》，关

联董事张研、伍松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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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经营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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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商管” ）管理经营物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法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实集团” ）

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发生了5次关联交易。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委托管理经营物业的关联交

易。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物业的经营效益及物业自身价值， 公司拟委托珠实集团全资子公司珠

江商管经营管理公司部分物业。本次委托珠江商管经营的物业（不含珠江颐德大厦）建筑面积

共42,941.77㎡，包括商业、办公、住宅、车场等用途：

权属人 用途 建筑面积

(

㎡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

17,460.21

办公

8,584.37

住宅

4,901.36

车位

7,488.30

其他

2,128.46

小计

40,562.70

广州市广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车位

2,379.07

总计

42,941.77

（二）珠江商管为公司控股股东珠实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审议决策情况

1.2020年12月2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关于

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报送董事会审议，关

联董事伍松涛回避表决。

2.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委托广州珠江商

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委托珠江商管经营管理公

司部分物业， 同意公司与珠江商管签订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委托经营协

议》，关联董事张研、伍松涛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四）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法人珠实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受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

对其名下的珠江金悦项目进行开发管理。详见《关于受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开

发管理珠江金悦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19-083）。

2. 公司向控股股东珠实集团或其指定的全资下属公司借款， 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借款利率不超过6%，借款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至2022年4月15日止。 详见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2020-016）。

3.公司向控股股东珠实集团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3

年，借款利率不超过6.5%，借款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9月3日止。详

见《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0-055）。

4.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控股股东珠实集团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颐德大厦所有

权，转让价为人民币162,155.658万元（含增值税）。详见《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颐德大厦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编号：2020-059）。

5.珠实集团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下包括本金14.4亿元及其承销费、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担保，公司为该笔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详见

《关于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0-066）。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介绍

（一）名称：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三）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7楼701室

（四）法定代表人：王友华

（五）注册资本：1,500万元

（六）成立日期：2020年5月21日

（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L4Q1XX

（八）经营范围：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

经营；广告业；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艺术

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等，需专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商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超级市场零售（食品零售除

外）；便利店经营和便利店连锁经营；小型综合商店、小卖部；烟草制品零售。

（九）股东及其财务情况：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珠实集团总资产为10,073,820.92万元， 净资产为2,950,631.18万元；

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1,833,792.27万元，净利润为92,998.2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珠实集团总资产为9,681,341.36万元，净资产为2,996,789.01万元；2020

年1-6月，营业收入为731,321.26万元，净利润为55,296.1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委托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珠江商管签订的《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委托经营协议》（以下简

称“《物业委托经营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委托经营的物业范围

公司拟委托珠江商管经营的物业（不含珠江颐德大厦）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区、荔湾

区、天河区、白云区等市区内共276处，建筑面积共42,941.77㎡，包括商业、办公、住宅、车场等用

途。

（二）委托经营期限、委托管理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公司授权委托珠江商管对约定的经营物业范围统一实施租赁经营管理。委托期内，由珠江

商管负责以公司名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收缴租金、监督经营物业安全生产等相关经营管理事

项。委托经营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物业委托经营协议》期限内，公司向

珠江商管支付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费按每月人民币51.30万元（含税）计，其中不含增值税价

48.40万元，增值税率6%。

（三）双方权利责任

公司享有该物业的所有租金收益，承担该物业空置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及其水电费。珠江商

管负责公司委托的该物业经营管理工作，确保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符合各级政策法规要求；负责

定期向公司提交经营性项目的市场研究、项目日常工作报告；负责租赁合同的编制及审批；负

责追缴租户欠缴的租金、水电费及物业管理费。委托期内，珠江商管负责做好该物业的安全管

理工作，按规定做好经营物业的出租范围内的消防及安全生产维护和监督管理；负责委托评估

公司进行物业租金评估并负责该物业租金评估的全流程工作； 负责该物业出租经营策划方案

的制定与审批工作；负责该物业招租信息编制、审批及发布工作；负责该物业的维修改造实施

工作；负责处理受托经营管理期间该物业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降低管理成本，专注于房地产开发核心业务，同时借助珠江商管在物

业经营方面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优势，提高物业经营效益，提升物业自身价值。本次交易

定价由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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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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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于2020年12月30日上午

10: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

以电话或文本方式于2020年12月25日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

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德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华融湘江

银行湘江新区分行申请银行敞口授信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德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东旭德来” ） 向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申请银行敞口授信1,637.00万

元，期限一年，由公司为该笔银行敞口授信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湖南东旭德

来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范围包括湖南东旭德来与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签订的编号华银新 （高

新支）流资贷字（2020）年第（005）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贷款。公司知悉本次贷款用

途为归还编号华银新（高新支）流资贷字（2019）年第（009）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债

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申请借新还旧贷款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东旭威盛”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申请借新还旧贷款

1,999.80万元，期限三年，由公司为该笔银行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湖南东

旭威盛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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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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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德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申请银行敞口授信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申请

借新还旧贷款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德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东旭德来” ）向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以下简称“华融湘江新区分行” ）申

请银行敞口授信1,637.00万元，期限一年；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东旭威盛”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以下简称“交行

长沙井湾子支行” ）申请借新还旧贷款1,999.80万元，期限三年。由公司为上述银行敞口授信

及借新还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湖南东旭德来、湖南东旭威盛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

公司为湖南东旭德来提供的担保范围包括湖南东旭德来与华融湘江新区分行签订的编

号华银新（高新支）流资贷字（2020）年第（005）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贷款。公司知

悉本次贷款用途为归还编号华银新（高新支）流资贷字（2019）年第（009）号《流动资金贷

款合同》项下债务。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担

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南东旭德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2MA4LLAMT27

住所：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心路1号二楼211号

法定代表人：尤理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计算机零配件、办公设备耗材、聚醚、办公用品、通讯终端设备、通

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手机、仪器仪表的批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场地租赁；房屋装饰；版权

服务；房屋租赁；供应链管理与服务；苗木收购(不含野生保护类)；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财

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软件技术服务；智能化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木

材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高新技术服务；移动电信业务代理服务；

机电设备研发；电子技术服务；通讯设备修理；非许可电信业务代理；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

设；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通信基站技术咨询；新能源汽车维修；润滑油、

机电设备的制造；生物制品、五金机电产品、再生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润滑

油、化妆级白油、燃料油、工业重油、工业级白油、工业用机油、沥青、焦炭、机电设备、通信设

备、计算机软件、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及其粉末制品、消防设备及器材的销售；石材、花盆栽

培植物、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汽车、有色金属的零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及监

控化学品)制造、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装备” ）100%

股权，芜湖装备持有湖南东旭德来51%的股权，湖南东旭德来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2、被担保人名称：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2MA4LLAQJ6C

住所：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心路1号二楼210号

法定代表人：尤理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飞机场及设施工程、交通设施工程的施工；体育用品及器材、

电气设备、建材、装饰材料、金属及金属矿、化工产品的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专营监控品)；

金属制品批发、的生产；电子产品及配件、体育器材及配件的制造；公共标识灯箱、机场柜台、

公共座椅、办公家具、建筑材料、水泥、各种商用汽车、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安全检查防爆器

材、电子器材、机电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行李传输设备、五金机电产品的生产；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建筑装饰；弱电工程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舞台灯

光、音响设备安装服务；软件开发；工程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芜湖装备100%股权，芜湖装备持有湖南东旭威盛51%的股权，湖南

东旭威盛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截至目前，上述子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被担保公司：湖南东旭德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湖南东旭德来的总资产57,140.19万元， 总负债31,102.90万

元， 净资产26,037.29万元， 资产负债率54.43%。2019� 年1-12� 月湖南东旭德来营业收入58,

308.34万元，净利润-749.5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 湖南东旭德来的总资产57,457.93万元， 总负债31,534.47万

元，净资产25,923.46万元，资产负债率54.88%。2020年1-9月湖南东旭德来营业收入81,172.45

万元，净利润-113.8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公司：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湖南东旭威盛的总资产9,670.44万元，总负债2,778.98万元，

净资产6,891.46万元，资产负债率28.74%。2019�年1-12�月湖南东旭威盛营业收入46,315.09万

元，净利润311.1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湖南东旭威盛的总资产10,120.86万元，总负债3,199.63万元，

净资产6,921.23万元，资产负债率31.61%。2020年1-9月湖南东旭威盛营业收入15,575.79万元，

净利润29.7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1、 湖南东旭德来向华融湘江新区分行申请银行敞口授信1,637.00万元；

2、 湖南东旭威盛向交行长沙井湾子支行申请借新还旧贷款1,999.80万元。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湖南东旭德来、湖南东旭威盛均是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湖南东旭德来是公司智能制造

装备、光电显示材料及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配件交易平台；湖南东旭威盛主要从事智能化安

装工程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董事会认为公

司能够掌握湖南东旭德来、湖南东旭威盛的经营管理，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

围之内。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生产及发展，增强其综合实力，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董

事会同意为湖南东旭德来、 湖南东旭威盛的银行敞口授信及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额为634,139.51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85,594.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1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14,661.4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01%；至本公告日，公司逾期担保98,851.90万元。

六、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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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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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 或“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何波涌先生于

近日因个人职业发展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并办理完成离职手续。离职后，何波涌先生将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 何波涌先生离职后，其负责的工作由方浩先生负责，何波涌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

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

一、何波涌先生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何波涌先生于近日因个人职业发展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并办理完成

相关离职手续。

何波涌先生于2009年8月加入公司，2000年至2003年期间任IBM研究科学家； 于2003年至

2004年期间任中芯国际资深经理； 于2004年至2005年期间作为创始合伙人参与创立中国

CiWest半导体有限公司；于2005年至2007年期间任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资深经理；

于2008年至2009年期间任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于2009年至2020年1月期间历任无锡华润上

华科技有限公司逻辑技术研发处副处长，技术研发中心研发总监、研发高级总监，无锡华润上

华科技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于2020年2月至2020年12月任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科

技管理部总监。

根据何波涌先生劳动合同和保密及工作成果归属协议相关条款， 何波涌先生同意就公司

向其披露的关于公司的任何保密信息尽到最严格的保密，并同意在征得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前，

不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向公司内外的任何人披露任何保密信息， 或为了与公司相竞争或出

于履行其对公司的职责以外的任何目的使用任何保密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波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未发现何波涌先生离职

后前往竞争对手处工作的情形。 公司及董事会对何波涌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何波涌先生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何波涌先生的离职不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 何波涌先生从事公司技术研究院科技

管理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不涉及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的具体工作，目前不直接参与公司的在研

项目，不会对公司现有研发项目进展产生影响。

何波涌先生已与方浩先生办理完成工作交接。 何波涌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研

发的专利技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参与研发的在审专利4项、已授权专利3项，何波涌先生工

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均非单一的发明人， 何波涌先生的离职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

潜在纠纷，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有的核心技术。

何波涌先生任职期间共有4项专利正在申请过程中， 其均非第一发明人且处于保密状态。

何波涌先生作为发明人已获授权的3项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号 申请日 发明人

1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

司

一种电容及其制作方法 发明

201110232289.6 2011/8/12

秦仁刚、王德进、何波涌

2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

司

一种电容及其制作方法 发明

14/130,439 2013/12/31

秦仁刚、王德进、何波涌

3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

司

一种提高反激谐振类开关电源

输出稳定性的采样方法

发明

201711480413.4 2017/12/29

孙伟锋、赵思宇、王浩、

何波涌、苏巍、徐申、时

龙兴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623人、643人、653人及

710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分别为7.79%、8.08%、8.29%及8.80%，研发人员数量呈增长趋势。同期，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为18人、21人、20人及17人，人员稳定，具体人员如下：

年度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2017

年度

李虹、陈南翔、马卫清、余楚荣、王国平、苏巍、吴建忠、何波涌、丁东民、罗先才、方浩、计建新、邓小社、郑晨焱、吴泉清、张森、尤勇、夏长

奉

2018

年度

李虹、陈南翔、马卫清、余楚荣、王国平、苏巍、吴建忠、何波涌、丁东民、罗先才、方浩、计建新、刘红超、李勇强、邓小社、郑晨焱、吴泉清、

张森、尤勇、夏长奉、李铁生

2019

年度

李虹、陈南翔、马卫清、余楚荣、王国平、苏巍、吴建忠、何波涌、丁东民、罗先才、方浩、计建新、刘红超、李勇强、邓小社、郑晨焱、吴泉清、

张森、尤勇、夏长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虹、马卫清、余楚荣、王国平、苏巍、吴建忠、丁东民、罗先才、方浩、计建新、刘红超、李勇强、郑晨焱、吴泉清、张森、尤勇、夏长奉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公司的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较为稳定，

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整体研发实力未因何

波涌先生的离职产生重大不利变动， 何波涌先生的离职亦未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任职期间，何波涌先生主要负责公司科技管理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何波涌先生离职后其

负责的工作由方浩先生负责，方浩先生简历如下：

Hao� Fang（方浩）先生，1954年生，美国国籍，美国布朗大学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方浩先

生于2002年至2006年期间任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副总裁； 于2006年至2008年期间任

华兴商用微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任无锡华润半导体副

总经理；于2013年至2020年期间任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先导技术研发中心

总工程师。

方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除在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目前，何波涌先生已完成与方浩先生的工作交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仍持续投

入对公司产品与技术的研发工作，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

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事项，保荐机构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了公司与何波涌先生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及工作成果归属协议，审阅其中相关条款

及承诺事项；

2、取得并审阅了公司已授权、已申请专利清单并核对专利授权证书、专利受理通知书等文

件；

3、取得并审阅公司员工花名册，了解公司目前研发人员情况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4、与公司管理层就何波涌先生离职的交接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进行了访谈；

5、了解公司针对何波涌先生离职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相对稳定。何波涌先生已与公司办理相关工作的交

接，其负责的工作由公司方浩先生负责，何波涌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

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有的核心技术；

2、何波涌先生已签署相关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及工作成果归属协议，何波涌先生的离职不

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何波涌先生的离职未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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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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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邦股份” ）向全资子公司济南德

邦物流有限公司、温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青岛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济南德

邦” 、“温州德邦” 、“青岛德邦” ）增资；

● 增资金额：分别为5,000万元人民币、4,000万元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总计14,000

万元人民币；

● 本事项已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10条规定，公司连续12个月内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对外投资金额为

47,715万元（包括此次增资），累计达到披露标准；

● 风险提示：本次增资是公司根据未来经营计划，并结合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的慎重

决定，可能面临子公司管理风险、业务经营风险等，存在着投资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增资概述

公司于2020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出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0年12月30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未来经营计划，并结合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对济南德

邦、温州德邦、青岛德邦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分别为5,000万元人民币、4,000万元人民币、5,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济南德邦、温州德邦、青岛德邦的注册资本将分别增加至5,300

万元人民币、4,500万元人民币、5,5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仍持有上述公司的100%股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上述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济南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济南市章丘区埠村街道办事处清源大街章丘现代物流园东门南首

2、法定代表人：刘毕成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经营范围：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以上项目在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

限内经营）；搬运装卸；国内货运代办；货运信息配载；仓储服务（不含有毒、有害、易燃 易爆

类及危险化学品）；货物运输信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国际货运代理；房屋

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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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股东情况：增资前后德邦股份均持股100%；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1,916,612.35 67,509,01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88,435.06 11,583,263.57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金额

营业收入

222,621,732.46 279,788,187.58

净利润

8,688,435.05 7,083,263.57

2019年度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0年9月数据未经审

计。

（二）温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灵昌西路188号苏宁二期仓库

2、法定代表人：郁甲宝

3、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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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

物打包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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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股东情况：增资前后德邦股份均持股100%；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6,310,515.61 61,323,446.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099,530.29 2,697,968.36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金额

营业收入

269,019,431.19 403,798,779.31

净利润

6,828,718.57 474,618.51

2019年度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0年9月数据未经审

计。

（三）青岛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墨水河东、双元路西（青岛嘉阳仓储有限公

司院内）

2、法定代表人：童志文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经营范围：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货物装卸、货物运输信息咨询、代办

货物运输手续、企业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违禁品）、物流配套服务、国际

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仓库出租、代理报关报检、储物柜安装及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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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股东情况：增资前后德邦股份均持股100%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7,457,396.92 57,924,780.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929,304.74 16,785,558.53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金额

营业收入

308,588,948.87 443,872,252.37

净利润

-342,886.63 10,570,407.94

2019年度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0年9月数据未经审

计。

三、增资方案

公司拟以现金出资方式向济南德邦、温州德邦、青岛德邦增资，增资金额分别为5,000万

元人民币、4,000万元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济南德邦、温州德邦、青岛德邦注

册资本将增加至5,300万元人民币、4,500万元人民币、5,5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仍持有上述公司

的100%股权。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全资子公司济南德邦、温州德邦、青岛德邦资金实力，有助于其积

极开拓客户，提升业务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计划。

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次增资的风险及措施

本次增资可能面临子公司管理风险、业务经营风险等。公司将加强对济南德邦、温州德

邦、青岛德邦经营活动的管理，做好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积极防范

和应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

六、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投资事项

截至2020年12月30日， 公司连续12个月内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对外投资金额为33,

715万元（不包含此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时间 投资标的 持股比例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

2020/1/6

上海精准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00%

新设

1,000

2020/2/28

生生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5.00%

股权投资

3,465

2020/3/12

上海德青物流有限公司

100%

新设

15,000

2020/4/2

漯河德邦运输有限公司

100%

新设

500

2020/6/8

深圳市德邦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100%

新设

100

2020/6/18

广州德仁产业园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100%

新设

1,000

2020/6/24

广州物通天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8.81%

股权投资

950

2020/7/28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00%

增资

4,000

2020/8/6

厦门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00%

增资

1,000

2020/8/27

揭阳市星光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00%

新设

100

2020/9/16

德创包装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100%

新设

100

2020/9/18

宁波德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新设

500

2020/9/30

广东省德邦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

新设

500

2020/11/11

青岛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00%

新设

500

2020/12/16

厦门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100%

增资

5,000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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