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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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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 [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6]2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福

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

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14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14

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黎立璋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45人，代表

股份1,455,781,9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51,576,238股）的59.381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394,791,4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89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60,990,4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878％。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44人，代表股份73,953,11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2,451,576,238股）的3.016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12,962,63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28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 代表股份60,990,47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878％。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 和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851,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930,16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22,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930,16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851,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930,16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22,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930,16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851,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930,16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22,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930,16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851,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930,16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22,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2％；反对930,16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控股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合作开

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313,2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01％；反对40,468,67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84,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779％；反对40,468,67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72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1,9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53％；反对3,853,71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9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890％；反对3,853,7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5,018,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5％；反对763,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8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75％；反对763,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5,050,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7％；反对73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21,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07％；反对731,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8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在关联股东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10,344,082股不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与福建三钢

国贸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4,712,4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8％；反对72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83,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96％；反对72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韩叙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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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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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773期

● 委托理财期限：32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股份” 或“公

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岱美股份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市银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舟山银

岱” ）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合计单日最高余额

不超过6.8亿元（含），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

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额度范围内，

董事会授权岱美股份及舟山银岱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岱美股

份和舟山银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一、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岱美股份于2020年12月7日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结构性存款 （挂钩

SHIBOR� B款）JGXCKB202051662的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于2020年12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岱美股份收回本金5,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27,083.33元。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前提下，公司拟暂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股东和公司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支行

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02773

期

5,000 2.75% 12.05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

2021

年

1

月

18

日

-

2021

年

2

月

19

日

保本浮动收

益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

进行。

2、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

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

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

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2773

期

产品代码

C21YD0122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认购金额

5,000

万元

预期收益率

2.75%

起息日

2021

年

1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1

年

2

月

19

日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汇支行之间不存在产权、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是否要求提供履

约担保

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嵌入金融衍生产品。

（三）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行为。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公司用于委托理财的资金本金安全，风险可

控，该等理财业务的主要风险在于银行破产倒闭带来的清算风险。防范措施：

1、投资理财合同必须明确约定保证公司理财本金安全；

2、公司将选择资产规模大、信誉度高的金融机构开展理财活动；

3、公司将定期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关情况，一旦发现有可能产生风险的情况，将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5、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 做好资金使用的

账务核算工作。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01998）为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交

易对方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的正常使用。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六、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理财产品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来的清算

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1、监事会专项意见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使用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2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使用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2、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

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本次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

投资回报。该议案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

3、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

制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有利于资金增值，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

响公司募投项目及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 岱美股份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4.09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6.05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7.00 -

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64.31 -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2.53 -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90.75 -

7

银行理财产品

2,950 2,950 25.59 -

8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9,000 81.45 -

9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65.82 -

10

券商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11

券商理财产品

7,000 - - 7,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2.95 -

13

券商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14

券商理财产品

8,000 - - 8,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9,000 75.08 -

16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56.62 -

17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7.63 -

18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7.63 -

19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20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2.71 -

2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 - 1,000

22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 - 7,000

2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合计

123,950 86,950 620.21 37,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5,95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17.64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2.3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7,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1,000

总理财额度

68,000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68� � � �证券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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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爱国先生。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名，代表股份135,392,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14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135,000,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69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爱国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股份39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46%。

其中，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3名， 所持股份392,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6%。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135,3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9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25%；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晏维、郑茜元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为本次股

东大会出具了《关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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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21-010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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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

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1月14（星期四）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6号永利国际金融中心3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谷晓嘉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名，所持（代表）股份数670,236,5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410％。

其中，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5名，所持（代表）股份数264,31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

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670,092,59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3.731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43,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70,195,9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7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84.6398％；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15.36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军、陆勇洲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为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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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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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 � �公告编号：2021-03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十二月份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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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2020年12月销售情况

2020年12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123.89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225.30亿元；2020年

1-12月份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465.0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1,051.54亿元。

二、2020年12月新增土地情况

序号

宗地或项目

名称

所在位置

土地规划

用途

土地面积

（方）

计容建筑面积

（方）

土地取得

方式

权益比例

土地总价款

（万元）

1

济南章丘项

目三期

济南市 住宅

119,189.00 262,215.80

招拍挂

10% 53,636.00

2

河北廊坊项

目

廊坊市 住宅

29,445.03 64,779.07

招拍挂

50% 17,724.00

合 计

148,634.03 326,994.87 - - 71,360.00

三、2020年股权转让情况

2020年1-12月份公司通过公开市场成功完成了重庆悦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

襄阳文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80%股权、太原侨辰置业有限公司60%股权、深圳市和冠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95%股权等11个项目的转让工作，合计交易对价68.90亿元。

四、2020年12月旅游综合业务情况

2020年12月份，深圳欢乐谷举办主题为“奇幻昼夜 炫彩新年” 的2020跨年音乐季活动；北

京欢乐谷举办双“dan” 活动；成都欢乐谷举办主题为“蓝精灵奇妙之旅” 的灯光节；上海欢乐

谷举办主题为“乐动新年，潮行魔都”的2020-2021炫彩音乐节；天津欢乐谷举办跨年奇遇季活

动；重庆欢乐谷举办大雾锁耳跨年音乐节活动；南京欢乐谷举办主题为“可甜可盐、双重炸旦”

的跨年活动。

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推出自贡灯会嘉年华活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北欧主题活动，联合

SPACE� PLUS打造冰雪电音嘉年华；长沙世界之窗推出跨年季活动；东部华侨城举办粉雪节及

2020斯巴达勇士赛儿童赛深圳站活动；云南华侨城举办2020昆明市全民健身系类活动“第二届

航空模型极限挑战赛” ； 襄阳奇梦海滩水公园举办喷雪大战主题活动； 南昌玛雅乐园开展

“2020玛雅跨年电音盛典” 。

深圳欢乐海岸推出“自然梦想家” 、超级新年·年年喜翻活动；顺德欢乐海岸PLUS开展时

光奇遇记一一第二届点灯节及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 技能大赛暨粤菜文化交流活

动。

2021年1月份，公司将继续围绕新春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注：由于市场及公司情况的变化，公司月度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与定期报告披露的信息

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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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ST天润” ）于2019年

5月6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湘证调查字0856号、湘证调查字0857

号），因公司及赖淦锋先生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决定对公司及赖淦锋先生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载了相关公告：2019年7月9日、2019年8月9日、2019年9月9日、2019年10月9日、2019年11月11

日、2019年12月9、2020年1月10日、2020年2月12日、2020年3月12日、2020年4月15、2020年5月16

日、2020年6月15日、2020年7月15日、2020年8月17日、2020年9月15日、2020年10月15日、2020年

11月16日、2020年12月15日发布的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7、2019-078、2019-085、2019-087、2019-094、2019-097、2020-005、2020-010、

2020-015、2020-018、2020-036、2020-046、2020-058、2020-059、2020-065、2020-068、

2020-076、2020-092）。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

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