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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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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盛和资源（江苏）稀土

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名称政府市场管理部门核发的公司名称为准）。

● 晨光稀土拟出资11,250万元，认购其75%的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稀土” ）近期与中稀

（江苏）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稀（江苏）公司” ）和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保利” ）签署《出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盛和资源（江苏）稀土有限公司（暂定名，

公司名称政府市场管理部门核发的公司名称为准）。晨光稀土拟出资人民币11,250万元，认购

其75%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总

经理决策权限内，未达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批标准，已向董事会报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除晨光稀土外，本次出资协议书的签署主体还包括：

（一）中稀（江苏）公司

依据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中铝（江苏）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中稀（江苏）稀土有限公司

住 所：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义虞路9号

法定代表人：黄华勇

注册资本：62,330万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主要经营范围：稀土氧化物及化合物、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纳米稀土材料的研发

（生产性项目另设分公司或子公司生产）；稀土金属（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稀土提炼机械设

备的研制、销售；稀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项目不得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易燃易爆化学品等需领证经营的化学品并不得储存）， 房产及设备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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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8.76%，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中稀（江苏）稀土有限公司是国家六大稀土集团成员之一中

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江苏地区经营稀土相关产业多年，拥有常熟、常州、

宜兴、阜宁共四家稀土冶炼工厂，主要从事稀土冶炼分离及稀有稀土新材料产业研究开发、生

产与销售业务。公司资产规模约12.25亿元。

（二）江苏保利

依据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江苏保利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住 所：常熟市黄河路263号C楼1215-1224

法定代表人：赵平华

注册资本：635.45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主要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稀土产品、纺织原料（不含棉花）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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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江苏省稀土行

业协会的秘书长单位。公司主要经营稀土产品的销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和资源（江苏）稀土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名称以政府市场管理部门核发

的公司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15,000万元整

注册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稀土原料研究、加工；稀土产品的销售、综合应用及深加工；稀土废料回收、综合

应用及深加工；各类事业投资；技术服务和咨询；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稀土新材料的

研究、加工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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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定，经营范围以政府市场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250 75% 货币

中稀（江苏）稀土有限公司 3,000 20% 专利无形资产

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750 5% 货币

合计 15,000 100

四、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稀（江苏）稀土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二）股东及出资

1、出资先决条件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以及合资公司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异地升级改造及产能转移申请，

将乙方之全资子公司中稀（阜宁）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稀土生产能力依法转移至合资公司，

满足产能规模不低于5000吨/年。

2、注册资本的缴纳

本协议签订后，在合资公司完成登记注册之后，股东应按约定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采取分期出资方式注资， 货币出资应足额存入合资公司在银行设的账

户，非货币出资应按期交付或过户至合资公司：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时间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11,250

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后60日内完成认缴出资额的5%注资到账；

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成就后：1年内完成认缴出资额的50%注资

到账，2年内完成认缴出资额其余45%部分注资到账。

中稀（江苏）稀土有限公司 3,000 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后，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成就后60日内完成注资。

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

750

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后60日内完成认缴出资额的5%注资到账；

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成就后：1年内完成认缴出资额的50%注资

到账，2年内完成认缴出资额其余45%部分注资到账。

3、各方应保证其用于出资的货币或非货币财产真实、合法、不存在权属瑕疵，并且在规定

的时间内足额出资。

4、合资公司成立后，足额缴付出资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向股东及时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

证明书由合资公司盖章。

5、任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的，不享有未出资部分的表决权、分红权以及

剩余财产分配权。

（三）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1、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依据合资公司章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

职责。

2、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机构，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3名董事，乙方提名2名

董事，均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公司设董事长一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甲方推荐，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半数以

上赞同选举产生和更换。

3、合资公司设监事会，成员3名，其中职工监事1人。非职工监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监

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乙方及丙方各推荐1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乙方推荐，并由监事会

全体监事选举过半数同意产生。

4、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设总经理1名、财务总监1名，由甲方推荐、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

解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根据生产经营及管理需要而定，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

聘。

（四）分红

1、公司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分红。在合资公

司投产之日起三年内，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乙方享有对合资公司总计人民币

1500万元的优先分红权并确保分红到位；在乙方实现1500万元优先分红权之后，股东按照实缴

的出资比例分配合资公司的利润。

2、乙方享有优先分红权的先决条件：

（1）稀土生产产能依法转移至合资公司，使合资公司产能不低于5000吨/年，并且获得相

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批准；

（2）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完出资义务。

（五）合资公司增资、融资

1、合资公司增资：各方同意合资公司成立后，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可适时引入符合资格

的战略性投资者，且愿意同比例稀释本协议商定的各方持股比例。

2、合资公司融资：合资公司因生产经营或投资等需要进行融资的，应按合资公司章程提交

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如需要股东提供担保或提供其他财务资助，合资公司股东应按照持股比

例为合资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或予以其他财务资助， 股东提供的担保和财务资助均为有偿并

按市场行情向合资公司收取相应的担保费或利息，同时合资公司应提供反担保。若有股东不能

提供担保或财务资助的，则应按《公司法》规定履行相应的出资人职责同意合资公司按市场行

情支付相关股东担保费和利息， 以及同意合资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措施并且在股东会上须投赞

成票。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协议三方均应诚实守信并有义务全面遵守本协议。

2、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约定足额交纳出资，违约方除应缴纳应缴出资额外，从逾期之日

起， 按实际欠缴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如逾期30天仍未足额缴纳应缴出

资，则视为不能出资，属于根本违约，其所认缴未缴的出资额应无偿转让给其他股东，由其他股

东出资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其他股东均主张受让的，应协商各自的受让金额，协商

不成的，则按照届时的出资比例行使受让权；其他股东均不愿意受让的，则相应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

如出现三方均违约，则由三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3、因股东的过错或未尽承诺与保证的义务，致使合资公司不能成立的，应当由过错股东方

向未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

4、除非三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或因一方的根本违约行为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违

约方在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履行本协议规定义务。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深化和加强公司与稀土大集团之间联系与合作， 合资公司的稀土冶

炼分离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将会得到大幅度提高，将有利于增大公司的

产能规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六、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稀土冶炼分离属于核准类项目，该项目尚需取得主管部门的核准后方能实施建设。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6日

报备文件：出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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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就城市更新

项目与关联方签署搬迁补偿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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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就城市更新项目与关联方签署搬迁

补偿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之控股公司深圳市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赤湾房地产” ）与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 ）

签署搬迁补偿相关协议，就南山集团拥有的“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西牛埔仓库区城市更新单

元项目”实施主体资格变更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同时，南山集团在

转让其所持有的赤湾房地产49.02%股权时，若转让价格在评估基准日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

产评估值以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地产” ）

将放弃优先购买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就城市更新项目

与关联方签署搬迁补偿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西牛埔仓库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 实施主体已变更为赤湾房地

产。近日，南山集团将其持有的赤湾房地产49.0196%股权以2020年3月31日对应净资产评估值

人民币100,966.65万元转让给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房地产” ），根据前

期协议约定，南山地产放弃了该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放弃权益事项概述

1. � 赤湾房地产系公司控股下属公司，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南山地产间接持有其

50.9804%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持有剩余49.0196%股权。近日，南山集团与招商房地产

签署了 《股权交易合同》， 合同约定南山集团将其直接持有的赤湾房地产49.0196%股权以

2020年3月31日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100,966.65万元转让给招商房地产，南山地产放弃了

优先购买权。

2.�由于南山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 2019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全体无关联董事以6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关联董事田俊彦、张建国、赵建潮、陈波、李鸿卫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2019年8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关联股东南山集团、赤晓企业有限公司及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1.�南山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8号南山开发集团赤湾总部大厦33楼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32976D

法定代表人：王志贤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和旅游业。保税场库经

营业务，保税项目包括（纺织品原料、钢材、木材、轻工业品、粮油食品、机械设备及机电产品、

电子电器产品、五金矿产、土特产品、工艺品、造纸原料、化肥、化工原材料）。在东莞市设立分

支机构。

主要股东：招商局（南山）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广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振辉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近海石油服务（香港）

有限公司和银川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南山集团36.52%、26.10%、23.49%、7.83%、3.92%、1.64%和

0.50%的股份。

财务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山集团总资产5,527,866万元，负债3,848,154万元，净资产1,679,

712万元；2019年，该公司营业收入1,329,234万元，净利润82,96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南山集团总资产6,763,367万元，总负债4,986,190万元，净资产1,777,

177万元；2020年1-9月，该公司营业收入662,329万元，净利润15,610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

计）。

关联关系：南山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南山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招商房地产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29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41811T

法定代表人：聂黎明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集中装饰维修，租赁家具，家用电器，办理国外客户在国内

产业的代管、代置、代售业务。维修工业区内的电梯、空调设备；房屋中介代理；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房屋租赁；提供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经营咨询和技术、信息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文化活动策划；礼仪策划；会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的组织及策划；票务代

理；教育咨询；服装、纺织品、针织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首饰、工艺品

（象牙制品除外）、瓷器、钟表、乐器、珠宝首饰、灯具、布艺、家居饰品、文化用品、艺术品的销

售；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从事广告业务；美术培训；自有场地租赁；为企业提供餐饮管

理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及策划；文化艺术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乐器、

舞蹈、音乐、戏剧培训;�蔬菜种植；水果种植；花卉种植；林木育种.，许可经营项目是：图书报

刊零售；音像制品零售；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中西式糕点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小吃饮

品及热食制售；为演出场馆提供管理服务；电影放映;�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建筑工程装

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

主要股东：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财务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招商房地产总资产2,900,155万元， 负债1,415,105万元， 净资产1,

485,050万元；2019年，该公司营业收入745,723万元，净利润260,43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与招商房地产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招商房地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所涉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五路六号赤湾石油大厦6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98446773H

法定代表人：朱涛

注册资本：5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

租赁；室内装饰装潢设计；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养护；鲜花礼仪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停车场

管理。

主要股东：南山地产持有其50.9804%股权，南山集团持有其49.0196%股权。

财务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赤湾房地产总资产237,630万元，负债103,067万元，净资产134,563

万元；2019年，该公司营业收入1,114万元，净利润2,25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赤湾房地产总资产230,589.53万元，负债96,703.95万元，净资产133,

885.58万元；2020年1-9月，该公司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76.9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经查询，赤湾房地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XYZH/2019SZA10431号《深圳市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审计报告》，截至2020年

3月31日，赤湾房地产账面资产总额为236,788.96万元，账面负债总额为102,401.46万元，账面

净资产总额134,387.50万元。

2.�评估情况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赤湾房地产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108号《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深圳市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相关评估结论如下：

基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赤湾房地产股东全部权益于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05,971.99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赤湾房地产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为188,680.00万元。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即赤湾房地产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205,971.99万元。

四、放弃权利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

确定交易价格为100,966.65万元，该交易价格为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根据前期协

议约定，南山地产放弃了该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

五、放弃权利的原因、影响

南山地产放弃赤湾房地产49.0196%股权优先购买权是对此前协议的履约行为，赤湾房地

产已获得“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西牛埔仓库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实施主体资格。此外，本次

放弃优先购买权也有助于引入有实力的合作方，对于项目未来的开发销售等具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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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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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01月0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送出。

2、 本次会议于2021年01月15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572弄115号1幢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见儿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

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截至目前，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次激励计划获

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36人调整为35人，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179.00万份调整为173.00万

份； 本次激励计划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36人调整为35人，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由

39.00万股调整为38.00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

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对

该事项出具了相应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名同意，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关联董事杨恩环先生、王小清

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0名弃权；0名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已符合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同意以2021年01月15日为授权日、授予日，向35名激励对象授予173.00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4.02元/份；向35名激励对象授予38.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为27.01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对

该事项出具了相应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名同意，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关联董事杨恩环先生、王小清

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签署的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4、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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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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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7

日、2020年6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按出资比例为部分联合营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

289,216.60万元的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对前述担保额度在符合规定的担保对象之间进

行调剂。

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2020年12月29日分别刊登了两则《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

度的公告》，分别为将宁波浙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浙达”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11.60亿元调剂至联合营公司温州市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宁波浙达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1.188亿元调剂至联合营公司金华绿城浙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剂后，公司为宁波浙达提

供担保的额度由18亿元调整为5.212亿元。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在不改变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前

提下， 将联合营公司宁波浙达未使用的担保额度1.35亿元调剂至联合营公司杭州运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运塘” ），本次调剂的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14%。调剂后，公司为杭州运塘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35亿元，为宁波浙达

提供担保的额度由5.212亿元调整为3.862亿元。

上述调剂担保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审批同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杭州运塘成立于2020年4月，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民路300号2号楼310

室；法定代表人：姜威；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本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杭州东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杭州惠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分别通过杭州瑾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5%、

50%、25%的股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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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评估；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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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运塘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153,504.65万元， 负债总额153,

668.75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64.10万元。2020年1-11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64.10万

元。

杭州运塘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杭州运塘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滨江支行申请的贷款按照持有杭州运塘的股权比例25%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之本金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保证期间为债务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杭州运塘的其他股东也将

按其持股比例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公司本次在联合营公司范围内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剂， 有助于满

足杭州运塘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被担保对象财务风险可控，具有实际债务偿

还能力；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

揭担保）为394.68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1.61%，无逾期

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761� � �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2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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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2021年1月15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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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5

日上午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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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5日9:15至2021年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500号办公楼3楼会议室。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

事长程立力先生。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应选择现场表

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

结果为准。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6.�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13人，代表股份314,840,57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77.9540％。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314,401,72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8453％。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股份438,85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7％。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4人（其中参加现

场投票的1人，参加网络投票的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034,9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798％。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顾平宽律师、王川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836,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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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031,3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1％；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1％；弃权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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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8％。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836,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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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031,3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1％；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1％；弃权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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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

查阅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平宽律师、王川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91� � � �证券简称：甘源食品 公告编号：2021-001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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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15日（周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 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5日 0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萍乡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医药生物食品工业园甘源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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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69,916,

6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9,982,

2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47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9,934,4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57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0人，代表股份3,482,

6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61％。其中：通过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

股份1,730,0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

股份1,752,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02％。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15,7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1,7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2％；反对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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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年夫兵律师和杨晓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二0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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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