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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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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王敏灵因IPO前股份及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持有公

司股份6,540,750股（该批股份已于2020年6月1日上市流通），占当时公司

股本总数的6.4566%，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6.4909%。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6月30日，王敏灵披露股份减持计划：拟于2020年7月21日至12

月31日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2,026,054股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目前，上述减持时

间区间届满， 减持主体王敏灵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03,2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995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敏灵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540,750 6.4909% 其他方式取得：6,540,750股

说明：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前股份及2018年度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项下派送的红股， 相关股份均已于2020年6月1日上市

流通。因公司2019年度业绩未能达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既定的相

关考核指标及部分原激励对象离职，2020年8月26日，公司按照规定回购注

销了相关限制性股票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上述持股比例根据公司目前

的总股本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王敏灵 1,003,200 0.9956%

2020/7/21

～

2020/9/29

集中竞价交

易

34.75－

37.4

35,860,349 已完成 5,537,550 5.495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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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升山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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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上海升山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依法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升山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

sse.com.cn）的《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上海升

山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

通知书》（NO.30000003202012250376），准予上海升山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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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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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8]212号《关于核准天津七

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55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5,500.00万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5,797.8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702.20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2月13日全部到位，并由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ZA90016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天津七一二通信

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8年2月13日， 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等相关

协议，并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 募投项目名称 开户行 监管账户账号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

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无线通信系统与终

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77010078801500000695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

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与系统生产线

升级改造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77010078801300000696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

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77010078801100000697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77010078801100000697）销

户手续已于2018年6月14日办理完毕， 详见公司2018年6月1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临2018-032号）。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信设备与系统生产线升

级改造项目已实施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账号：77010078801300000696）

节余资金合计人民币1130.21元已转入新型无线通信系统与终端研发及产

业 化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因 此 该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

77010078801300000696）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将该募集资

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办理完毕，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相应终

止。

公司仍将严格按照《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对剩余募集资金进行管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继续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 募投项目名称 开户行 监管账户账号 账户状态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

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无线通信系统与终端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70100788015000006

95

存续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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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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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然

气” ） 收到山西省财政厅拨付的迎峰度冬保障供气专项奖补资金共计人

民币11,000.00万元。 现将下属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万元） 补贴依据

山西天然气 迎峰度冬保障供气专项奖补资金 11,000.00 晋财建一【2020】261号

二、自2020年7月1日至今获取补助的累计情况

自2020年7月1日起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 已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10%，2020年7月1日至今获取政府补助累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补贴依据

灵石县通义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2,391.86 灵失保函（2020）24号

山西霍州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5,3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山西晋西南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5,000.00 晋人社厅发【2020】13号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23,4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8,008.99

城建局供气事故燃气补助 575,669.94

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571,120.00

忻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3,686,400.00 忻人社办发【2020】12号

山西众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县商贸局专项资金补助 40,000.00

山西晋西北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359,360.00 忻人社办发【2020】12号

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67,727.00

山西中液互联能源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4,8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上海国新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3,9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山西国新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6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晋中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21,0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山西平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3,5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山西寿阳国新热电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9,2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33,2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防疫物资购置补贴 15,893.00 晋综示发〔2020〕47号

退役人员社保补贴 6,135.36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22,310.00 长人社发[2020]59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88,251.15 晋政发电（2020）5号

山西国新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小升规奖励 300,000.00 晋企发【2019】11号

复产增效奖励 500,000.00

并工信字〔2020〕54号/并

工信字〔2020〕122号

规上企业稳增长奖励 500,000.00 并工信字〔2020〕23号

“稳增长” 奖励 100,000.00 晋综示发〔2020〕98�号

防疫物资补贴 9,998.00 晋综示发〔2020〕47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1,200.00 运政发电【2020】2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407,040.00 晋人社厅发（2020）13号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708,510.00 晋人社厅发【2020】13号

专利推广补助资金 200,000.00 晋市监发【2020】195号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90,0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号

三、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

补助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对上述

政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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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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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于近日解除质押141,950,000股。

●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广汇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705,912,114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58.5762%，占公司总股本的25.257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通

知，广汇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广汇集团于近日将其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41,950,000股无

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股权解除

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141,9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74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017

解质时间 2020年12月29日

持股数量（股） 2,912,294,603

持股比例（%） 43.119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705,912,11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8.57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2577

经与广汇集团确认，本次解押股份后续暂无再质押的计划，若后续存

在股份质押计划，广汇集团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因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持有人实施自主换股，目

前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912,294,603股， 广汇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份合计2,971,241,99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汇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解质押后

剩余被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新疆广

汇实业

投 资

（ 集

团 ） 有

限责任

公司

2,912,294,603 43.1193 1,851,552,150 1,705,912,114 58.5762 25.2577 0 0 0 0

华龙证

券－浦

发 银

行－华

龙证券

金智汇

31号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58,947,387 0.872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971,241,990 43.9921 1,851,552,150 1,705,912,114 57.4141 25.2577 0 0 0 0

注：1.上表中“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华龙证

券－浦发银行－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持股比例之和与

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额系保留小数点后四位产生的尾差；2. 本次解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与解押后剩余数量差额股份系广汇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持有人自主换股所致。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912,294,60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3.1193%；广汇集团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58,947,38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8728%； 广汇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合计2,971,241,

9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9921%。广汇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705,912,114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58.5762%，占公司总股本的25.2577%。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136� � �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 2021-001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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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本公司” ）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

团” ）持有公司79,845,84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66%，当代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解质押后）为31,289,554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为39.19%。

● 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82,821,385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1.27%；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解质押后）为94,731,696股，

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51.82%。

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接到股东当代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

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2020年12月30日， 当代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的12,700,

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质押解除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2,7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9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7%

解质时间 2020年12月30日

持股数量 79,845,843股

持股比例 13.6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1,289,554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1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35%

当代集团本次解除质押股份目前暂无继续质押的计划。

二、股东累计股权质押情况

（一）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新 星 汉

宜

80,262,230 13.73% 56,342,142 56,342,142 70.20% 9.64% 0 0 0 0

当 代 集

团

79,845,843 13.66% 43,989,554 31,289,554 39.19% 5.35% 10,000,000 0 28,974,575 0

天 风 睿

源

15,101,278 2.58% 0 0 0 0 0 0 0 0

天 风 睿

盈

7,612,034 1.30% 7,100,000 7,100,000 93.27% 1.21% 0 0 0 0

合计 182,821,385 31.27% 107,431,696 94,731,696 51.82% 16.20% 10,000,000 0 28,974,575 0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0136� � �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2021-002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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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1）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东游建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239,471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51%。该等

股份均来源于2015年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强视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强视传媒” ）股权发行的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

（2） 股东游建鸣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股份3,071,14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3%。 该等股份均来源

于2015年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的强视传媒股权发行的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游建鸣先生因资金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减持6,080,00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04%。 如公司股票发生

除权、除息（包括但不限于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则减持数

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游建鸣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2,239,471 5.5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6,119,736股

其他方式取得：16,119,735股

金华东影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071,144 0.5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535,572股

其他方式取得：1,535,57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游建鸣 32,239,471 5.51% 关联方持股

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071,144 0.53% 关联方持股

合计 35,310,615 6.04%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游建鸣 8,000,000 1.37% 2020/8/24～2020/12/3 6.48-8.58 2020/7/21

金华东影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75,300 0.03% 2020/1/3～2020/2/7 13.23-13.34 2019/7/22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

原因

游建鸣

不超过：6,080,

000股

不超过：

1.0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6,

0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6,080,000股

2021/1/25～

2021/7/23

按市场

价格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公司 资

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取得

个人资

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游建鸣先生因强视传媒重组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1）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转让；

（2）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12个月，且已履行完毕相关承诺，可解

除锁定发行数量的15%；

（3）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24个月，且已履行完毕相关承诺，可解

除锁定发行数量的20%；

（4）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36个月，且已履行完毕相关承诺，可解

除锁定发行数量的25%；

（5）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48个月，且已履行完毕相关承诺，可解

除锁定发行数量的4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武

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

2、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强视传媒重组交易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1）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12个月，当年可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25%；

（3）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24个月，当年可增加解除锁定

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25%；

（4）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满36个月，可增加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5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武

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游建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游建鸣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1686� � �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4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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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鉴于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将于近日届满。 为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任期三年。

现提名李茂津先生、陈广岭先生、徐广友先生、刘振东先生、朱美华

先生、 张德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雷鸣先

生、刘晓蕾女士、吕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

人简历均后附）

经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公

司董事的资格，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未曾受过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二、监事会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近日届满。 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

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

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任期三年。

现提名陈克春先生、 韩德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陈琳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候选人

简历均后附）

经审查，上述监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公

司监事的资格，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附简历：

非独立董事简历

1.、李茂津先生，197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

开大学EMBA、北京大学EMBA。 李茂津先生具有长达三十余年的钢管

行业经验，1988年8月至1997年1月历任天津市大邱庄通力钢管有限公

司销售科长、销售副总经理；1997年1月至1999年9月任天津津美制管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1999年10月至2002年6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华友钢

管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年7月至2011年11月历任友发有限总经理、董

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2011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李茂津先生

还出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

市金属材料商（协）会副会长。 李茂津先生曾获天津市优秀企业家、天

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2、陈广岭先生，196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

科学历、工程师。 1986年7月至2001年12月历任唐钢带钢厂技术员、车间

主任、生产科长、厂长助理；2001年12月至2005年1月任友发有限生产经

理；2005年1月至2008年5月任唐山友发副总经理；2008年5月至2011年3

月任唐山新利达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7年3月任唐山正元总经理、唐

山新利达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8年2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8

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3、徐广友先生，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

专学历。 1986年8月至1996年11月任津美净化厂经营科长；1996年3月至

1998年8月任津亚制管公司经营部长；1998年9月至1999年9月从事个体

经营；1999年10月至2011年9月历任友发有限副总经理、 总经理；2011年

10月至2017年12月任邯郸友发总经理；2011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4、刘振东先生，197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长

江商学院EMBA。 1988年8月至1997年5月任蔡公庄镇纺织专件厂财务部

会计；1997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大邱庄津美集团津亚工贸有限公司财

务部主管；2001年6月至2011年12月历任友发有限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1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

负责人。

5、朱美华先生，195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

中学历。 1976年1月至1981年12月任前尚码头村会计；1982年1月至1993

年12月历任前尚码头村办服装厂业务员、财务科长、厂长；1994年1月至

1998年12月历任天津津海制管厂财务科长、总经理；1999年1月至1999年

9月无职业；1999年10月至2001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华友钢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任天津市振龙铝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任朋友发商贸总经理；2009年8月至2011年7

月任友发德众总经理；2011年7月至2018年2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8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6、张德刚先生，196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

专学历。1994年12月至1999年11月任天津市富国钢管有限公司销售处处

长；1999年12月至2002年5月个体经营；2002年5月至2012年12月任友诚

镀锌销售部副总经理；2012年12月至今任一分公司总经理；2016年7月至

今任二分公司总经理；2011年7月至2018年1月任本公司监事；2018年2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

1、陈雷鸣先生，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

科学历。 1992年9月至1992年12月任无锡市酿酒总厂工会干事；1993年1

月至1997年6月任无锡狮王太湖水啤酒有限公司行政主管、 工会副主

席、 党委办公室主任；1997年6月至2000年8月历任江苏太湖水集团无锡

太湖水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2000年9月

至2004年4月任无锡振太酒业有限公司营销中心营销总监；2004年4月至

2006年7月任《环球旅游》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主编；2006年7月至2008

年3月任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 《中国金属流通导刊》 编辑部执行主

编；2008年3月至今历任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秘书

长、党支部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2018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刘晓蕾女士，1974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留权。 博士

研究生学历。 2000年至2004年任罗切斯特大学西蒙商学院助教；2005年

12月至2014年12月历任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职）；2011

年7月至2012年7月任长江商学院访问助理教授；2014年12月至今任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会计系教授；2015年11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2015年8月至今任深圳金晟硕业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3月至今任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3、吕峰先生，197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

研究生学历。1996年7月至2001年7月任南开大学讲师；2000年7月至2002

年6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2002年7月至2012年1月任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职员；2012年至今任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2018年2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陈克春，男，196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

学历。 1986年7月至1994年10月任大邱庄构件厂技术员；1994年10月至

2000年7月历任大邱庄镇尧舜集团冷弯型钢管、尧舜钢管产、供、销负责

人；2000年8月至2005年1月任友发有限销售处长；2005年2月至2010年7

月任唐山友发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任邯郸友发常务副总

经理；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任一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5年1月至

2015年12月任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5年7月至今历任管道科技总

经理、董事长。

2、韩德恒先生，197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1993年9月至1995年6月任天津振华轧钢厂生产部员工；1995年7

月至1998年10月任天津市大邱庄通力钢管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1998年

11月至2000年6月任天津锥形钢管厂销售部业务员；2000年7月至2007年

9月历任友发有限销售部销售业务员、销售处长、供应处长；2007年10月

至2009年2月任世友钢管副总经理；2009年3月至2018年1月历任唐山友

发副总经理、总经理；2018年2月至今任物产友发总经理；2018年7月至今

任本公司监事。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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