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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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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亏损√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3500

万元–

4200

万元

盈利：

395.6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84.55% - 961.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

1,793

万元–

2,493

万元

亏损：

2,447.6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3.25% - 201.8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23

元

/

股–

0.28

元

/

股 盈利：

0.03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公司

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

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创新， 把握5G商用发展及智能手机升级换代与行业经济在疫情

后恢复扩张的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实现逆势增长。

公司数控磨床产品的订单获取和交付数量均较去年同期上升；同时公司在3C领域创新研

发的精密磨削设备成功获得批量订单并完成交付，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所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

际业绩情况和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西部利得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西部利得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8583，C类：

008584，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585号文批准,已于2020年12月21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25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西部利得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西部利得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西部利得中债1-3年

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与本基金拟任托

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本基金拟任管理人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将

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延长至2021年2月5日（含当日）。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westleadfund.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781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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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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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7%；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26日（星期二）。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于2017年6月5日停牌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2017年8月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等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本次重组交易报告书；2017年12月6日，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无条件通过；2017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苏州

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宝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2369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复，公司获得核准向陈宝华、张嘉平等23名苏州波发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发特” ）股东非公开发行2,051.0483万股股份

购买相关资产，以及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4,019.40万元。

2018年1月，公司实施了本次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波发特相关股权事项，公司向陈宝华、张

嘉平等23名波发特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2,051.0483万股，新增股份于2018年1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2018年9月，公司实施了本次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娟在内的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59.227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1,361.99

万元。新增股份于2018年10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重组以来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

2018年1月，公司实施了本次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波发特股权事宜，向陈宝华、张嘉平等23

名波发特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2,051.0483万股， 新增股份于2018年1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8,199.60万股增加至10,250.6483万股。

2018年6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会议确定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日为2018年6月5日，公司将向47名预留激励对象授予22.70万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

限制性股票于2018年6月29日在深交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10,250.6483万股增加至10,

273.3483万股。

2018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

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3名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5.7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18年7月30日， 公司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首次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273.3483万股减少至10,267.6483万

股。

2018年9月，公司实施了本次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娟在内的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59.2272万股，新增股份于2018年10月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10,267.6483万股增加至11,226.8755万股。

2018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

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2名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5.2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18年11月27日，公司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首次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226.8755万股减少至11,221.6755万

股。

2019年3月7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预留授予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预留授予的1名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00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19年3月15日，公司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221.6755万股减少至11,220.6755万股。

2019年3月21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2,443,351.00元

（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剩余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11,220.6755万股增加至16,831.0132万股。

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对1名离职人员已获但尚未解除限售的0.4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回

购价格为11.93元/股。2019年7月11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831.0132万股减少至16,830.5632万股。

2019年9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

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部分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

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250万股进行回购，其中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0.45万股，对

应回购价格为11.93元/股； 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0.9750万股， 对应回购价格为9.51元/股。

2019年11月2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830.5632万股减少至16,829.1382万股。

2020年5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5股，剩余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5月28日实施完

毕，公司总股本由16,829.1382万股增加至25,243.7073万股。

2020年8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

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对3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1.0125万股进行回购，对应回购价格为7.92元/股。2020年9月1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243.7073万股减少

至至25,242.6948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25,242.6948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3,746.6922万股（含高管

锁定股），占总股本的14.8427%。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名，为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2018年1月公司实

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波发特相关股权时的法人股东之一。

2019年1月2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所持限售股份总数为569,735股，其中564,436股股份于2019年1月2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剩余

5,299股股份承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019年3月21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

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4月1日实施完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完成后，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总数由5,299股增加至7,948股。

2020年5月18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

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5月28日实施完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完成后，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总数由7,948股增加至11,922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数量为11,92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047%。

四、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本次重组中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股东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世嘉科技股份，其中5,299

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其余564,436股股份在自本次交易之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因世嘉科技送股和转增股本的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

述安排予以锁定。

2、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1）本企业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

供了本企业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

本企业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

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文件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企业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保证所提供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企业承诺将暂停转让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

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

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

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

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3、关于合法合规的承诺

（1）自出具本声明之日的最近五年，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重大的未决诉讼或者仲裁；截至本声明出具日，本企业及其主要

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2）自出具本声明之日的最近五年，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

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3）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情况，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

十三条规定中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4、关于拟出售资产之权属状况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波发特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

据中国法律法规及波发特公司章程规定的需予以终止、解散或清算的情形，也不存在针对波发特其的

任何接管或重整的裁定或命令。本企业已经依法足额对波发特履行出资义务，且出资来源合法，不存在

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出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

能影响波发特合法存续的情况；

（2）本企业合法持有标的股权，对该标的股权拥有合法、完整的处置权利，不存在代他人持有标的

股权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他人代为持有标的股权的情形；

（3）本企业持有的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等限制性情形，亦不存在被查封、

冻结、托管等限制转让情形；

（4）本企业持有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

排；

（5）本企业承诺将促使波发特将其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待本次交易通过证监会审批并

取得发行批文后，波发特将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按照交易合同约定进行交割过户，不存在任何法律

障碍；

（6）在波发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波发特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议案时，本企业

将对前述议案作出赞成的表决。波发特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以下简称“波发特有限” ），在波发特

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波发特有限股东向世嘉科技股权转让相关议案时，本企业将对前述议案作出赞成

的表决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7）波发特公司章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不存在阻碍本企业转让所持波发特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如有该等条款的，本企业将促使波发特修改该等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文件；

（8）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追加承诺和其他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上

述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26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名法人股东。

4、股东苏州高新富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总数为11,922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11,922股。

5、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冻结及质押情形。

六、本次解除股份限售上市流通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

股

37,466,922 14.8427% -11,922 37,455,000 14.8380%

高管锁定股

16,111,590 6.3827% - 16,111,590 6.3827%

首发后限售股

21,355,332 8.4600% -11,922 21,343,410 8.455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4,960,026 85.1573% 11,922 214,971,948 85.1620%

三、总股本

252,426,948 100.0000% - 252,426,948 100.0000%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宜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东作出的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世嘉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华林证券对世嘉科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188� � � �证券简称：ST亚邦 公告编号：2021-007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分公司停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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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5月8日发布了《亚邦股份关

于子、分公司临时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公司下属连云港分公司、子公司华尔

化工、 亚邦制酸于2019年5月8日起临时停产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及整改工作。2019年8月3日，

公司发布《亚邦股份关于子、分公司临时停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根据省、市

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实施方案要求，公司所在连云港化工园内8家子、分公司继续停产

进行安全环保提升整改工作。 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21日、2020年11月3日，2020年12月25日披

露了停产进展，以及2021年1月7日披露了公司部分子公司收到政府部门复产通知的公告。

2021年1月23日，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通过了灌南县相关部门的现

场核查，灌南县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上述事项在灌南县人民政府官

网进行了公示。公司将严格按照复产流程要求，取得市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领导小组

批复同意后恢复生产。

公司其他停产企业也将根据政府要求，积极履行复产审批手续，争取早日复产。公司将根

据复产进展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国泰君安君得盈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国泰君安君得盈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全文、 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

要全文于2021年1月25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gtjazg.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95521）咨询。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

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

www.suaee.com

股权

/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信息披露截止日

期

【

Q32021SH1000004

】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0618%

）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

82,517.20

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货运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供应链管

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会展服务。

项目联系人

:

杨忻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333

、

15618059165

174.000000 2021-02-24

【

G32020SH1000203-2

】

珠海市二千年大酒店有限公司

100%

股

权

总资产：

37,061.70

万元；净资产：

36,314.55

万元；注册资本：

9,906.89

万元；经营范围：旅店业；会议综合服务；中餐制售（含冷热饮品制售；含凉菜（烧

卤熟肉）、含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蛋糕）；西餐制售（不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零售：预包装食品（烘焙食品，酒精饮料，非酒精饮料，茶一

不包含茶饮料）；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的零售；鲜花、日用品百货的零售。棋类、桥牌；复印、打字、影印；运输代理服务；桑拿

按摩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项目联系人

:

张睿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179

、

17501633336

32,683.500000 2021-02-23

【

G32020SH1000443-2

】

苏州上研化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

股

权

总资产：

11,282.08

万元；净资产：

158.23

万元；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经营范围：化肥新产品研发及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产、加工、销售氮磷钾

复合肥；经销化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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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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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于玲玲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810

90.000000 2021-02-22

【

G32021SH1000007

】 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

40%

股权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

603.00

万元；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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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项目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润滑油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办公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洗车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通讯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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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庄严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151

、

17701713851

603.000000 2021-02-22

【

G32021SH1000008

】 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

15%

股权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

537.00

万元；注册资本：

80.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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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润滑油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办公用品销售；纸制品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洗车

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通讯设备销售（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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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庄严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151

、

17701713851

537.000000 2021-02-22

【

G32020SH1000371

】 深圳市八达运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总资产：

203.43

万元；净资产：

78.03

万元；注册资本：

260.00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汽车、农机零配件的销售（不含小轿车）；汽车租赁；仓

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库租赁。

项目联系人

:

汪小丽 联系电话

:020-83627452

、

13509955970

78.030000 2021-02-22

【

G32020SH1000256-2

】

上海上大海润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

3,000.00

万元；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在计算机网络集成、信息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电子自动化设备安装工程，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五金、家用电器、化工产品（除有毒及危险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机电

设备、文化用品的销售，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通信建设工程施工，公共安全防

范工程（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展览展示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为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提供筹备、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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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徐忠玉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307

2,700.000000 2021-02-20

【

G32020SH1000301

】

包头市建豪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

32844.416507

万元相关债权

总资产：

47,893.95

万元；净资产：

15,049.53

万元；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一般经营项目：

无

项目联系人

:

王心芸 联系电话

:010-51917888-732

57,917.050800 2021-02-20

【

G32020SH1000048-2

】

张家界东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

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的

1275

万债权

总资产：

5,162.76

万元；净资产：

4,011.58

万元；注册资本：

1,480.00

万元；经营范围：旅游产品开发、销售，航空客货运输代理服务，政策允许经营的国

内贸易业务，装饰装潢设计；住宿、餐饮、茶座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初级农产品销售。

项目联系人

:

孙轶先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836

、

13795246431

5,286.590000 2021-02-19

【

G32020SH1000440

】 东北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5%

股权

总资产：

59,413.21

万元；净资产：

5,041.43

万元；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

件开发及销售；安防工程设计、施工；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机械设备安装及调试；应用软

件服务；云计算服务；云存储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档案数字化处理服务；物联网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互联网信

息服务（不含网吧）；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互联网数据服务；医疗器械技术研发、生产与销售（生产场地另设）；健康信息咨询；农产品、预包装食

品、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装饰、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通讯器材销售；机动车辆保险兼业代理；灯具设计、销售及研发；电子

商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文化交流活动组织及策划；互联网广告服务。

项目联系人

:

张昕 联系电话

:010-51918743

、

15911119649

3,781.080000 2021-02-18

【

G32020SH1000319

】 上海锦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股权

总资产：

192.66

万元；净资产：

133.36

万元；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除经纪），室内装潢，水电安装及维修，建筑

及装潢材料，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花木的销售，停车场库经营服务（受产权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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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庄严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151

、

17701713851

66.680000 2021-02-10

【

G32021SH1000005

】 青岛信邦典当有限公司

70%

股权

总资产：

2,557.89

万元；净资产：

2,510.48

万元；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外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

准的其他典当业务（典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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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杨宸

联系电话

:010-51917888-307

、

17310541994

1,789.680000 2021-02-10

【

Q32021SH1000003

】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万股股

份 （占总股本的

9.816%

）

总资产：

19,067.00

万元；净资产：

12,020.00

万元；注册资本：

4,075.00

万元；经营范围：从事信息技术、汽车科技、计算机科技、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机

电设备、智能化科技、能源科技、自动化科技专业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教学设备

的研发与销售、实业投资、会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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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

王炜 联系电话

:62657272

1,960.000000 2021-02-09

物权

/

资产

/

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

期

【

TR2021SH1000005

】

2021-2024

年中国排球协会训练用球和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比赛用球权

益招商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80.000000 2021-01-29

【

GR2021SH1000025

】

中电投伊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伊南

煤制气分公司部分资产

土地、房屋、在建工程及设备等，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11,355.190000 2021-02-23

【

GR2021SH1000024

】、

【

GR2021SH1000023

】

大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易和岭秀滨城悦和东园商铺

15-2

、

15-13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2-02

【

GR2021SH1000021

】、

【

GR2021SH1000022

】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99

号（仓库）、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99

号（商业），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1-29

【

GR2021SH1000013

】

~

【

GR2021SH1000019

】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 部分资产

上海市闵行区古龙路

300

弄一批住宅，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2-09

【

GR2021SH1000007

】

~

【

GR2021SH10000011

】

西安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1-26

【

GR2021SH1000006

】

上海市上投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18

号众城大厦

16

层，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2,362.343600 2021-02-07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

/

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

301,8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保险业

职工人数：

3302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00%

；广

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00%

；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00%

；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00%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00%

；南方电网财务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5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少于

1

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资本金，保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强产融结合，拓展业务规模，发展能源生态

圈、电动汽车生态圈等；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赋能锻造公司新的发展能力和管理能

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

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且经过增资人上级

主管单位及银保监会通过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

未产生合格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未通过增资

人上级主管单位及银保监会批准则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

50%

，新增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

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

、本次增资扩股项目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2

、从评估基准日起至信息披露起始日

止，增资人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

1

、项目联系人：赵锋

联系方式：

1851656998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08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福建宏顺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福建宏顺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其他

注册资本：

41,6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租赁业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根据《担保法》规定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业务（不得从事融

资性担保业务）；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汽车租赁；汽车销售；租赁交易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进出口代理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

分销）。

股权结构：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45%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

2

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大力开展电网运行维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智慧物资供应，综合能源服务、储能电站和动力电池等租赁业务，放大资金杠杆作用，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计划在各领域拓展较大的业务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

1

）公告期满，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或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或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扩股协议》达成一致，或增资人提出项目终

结申请，或遇不可抗力因素、政策性变化、相关审批部门未通过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叫停等因素，则本次增资行为终止。 （

2

）其他因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应当终结

的情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不低于

55%

，新增股东合计持股不超过

45%

。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

010-519153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17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上海昱亨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昱亨实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集体

注册资本：

2,0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

0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建筑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商务咨询，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的

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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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嘉定包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26.00%

；上海嘉定陈村农村社区股份

合作社

16.50%

；上海嘉定马陆李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

；上海嘉定戬邦农村社区

股份合作社

16.50%

；上海嘉定晓宏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

；上海马陆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8.00%

拟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8000

万元（或等值美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原股东持有增资人

10%

的股权，新股东（投资人）持有

90%

的股权。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

万元，拟增资价格不低于

1

元

/

每一元

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

1

元

/

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

1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建设具有产业示范效应的潮流电商

平台运营中心，提升企业运营能力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

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

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

最

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

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嘉定陈村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包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2.6%

上海嘉定马陆李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戬邦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晓宏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马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8%

新股东

9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文件。 意向投资人需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后，方可查阅增资人置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文件。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22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

/

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

36,985.872278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

1273

经营范围：特种装备（限备案产品目录范围内）、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制品、压力容器、机电成套设备、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其相关技术服务（不含维

修）；自有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石油天然气装备与工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石油工程、油气田地面工程、

信息工程、弱电工程、油气勘探开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国外限制或禁止的产品和技术除外）；油（气）井钻井、定向、压裂、井下作业、

钻完井工艺、钻完井液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销售油气田设备、仪器、工具、机械设备、钻（完）井液助剂；加工油（气）井工具、管具、机械设备；租赁钻（完）井工具、

设备；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的钻（完）井方案、施工方案、工程设计、施工设计；代理进出口；计算机软件和技术的研发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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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结果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21.22%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结果而定

拟增资价格：

--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

5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产品研发、产业化能力建设、市场开拓、资本结构优化及偿还金融机构负债等方面。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

信息披露期满，征集到不超过

5

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要求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有权批准机构

批准后，与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

信息披露期满，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经增资人书面通知联交所，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增资人原股东及员工持股平台持股比例不低于

78.78%

，新引入投资人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

21.22%

。各投资人具体持股

比例以增资人有权批准单位批准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

本次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视征集情况而定。

2.

增资人原股东及员工持股平台拟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步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与外部投资人增资价格

一致。

3.

员工股权激励方案将在增资信息披露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完成有权批准单位审批，批准之日起

1

年内实缴出资到位，实缴出资到位前按认缴出资比例承担

增资人股东义务。具体内容以集团公司批复为准。

4.

本项目增资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由增资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各自持股比

例共享。

5.

本次增资评估基准日后至本次增资完成日（以工商变更之日为准）期间，增资人的损益由新老股东共同承担或享有。

6.

本次增资完成后，相关债权债

务由增资后的公司继续承继履行。

7.

本次增资增资人将结合投资人综合实力、产业协同效应等因素，考虑给予董事、监事席位，新增董、监事人员不得与境外（含

港澳台）人员存在婚姻关系。

项目联系人：李玲玲

联系方式：

010-51917888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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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02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增资项目信息

特别提示

深 市

新股发行日

南极光

停牌一天

数知科技

停牌一小时

弘盈 A� � � �东证睿阳 南方聚利

沪 市

新股上市日

聚石化学

停牌起始日

洪城水业 万盛股份 洪城转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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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2021 年 1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拍卖被执行人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证券代码：002504,股份性质：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限售

股 59854225股；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160844163.94元，起拍价为人民币 90072731.81 元；

2021 年 1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拍卖被执行人北京

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弘髙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弘

高创意、 证券代码：002504、股份性质：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 96749485 股；评

估价格为人民币 259991504.81元，起拍价为人民币 145595242.7元。

二、标的查看：本次拍卖不安排看样，竞买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结束前工

作时间致电 0755-83535602咨询。

三、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具备证券法律法规所规

定的资格或条件。 具体的资格或条件以及证券转让过户的相关法规，竞买人应当自行

了解。

四、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 一人参与竞拍， 出价不低于起拍价

的，拍卖成交。

五、其他事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页面。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