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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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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1年1月20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月25日上午10:00在公司

总部办公楼（深圳市创意大厦）13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6人，

实到董事6人。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廖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注册地址由“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创

意大厦 13-14�楼”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32楼” ，并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具体经办人办理《公司章程》变更等相关报备登记

事宜。具体变更内容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廖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及聘任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垚先生

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选举许明伟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选举李洪流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自查及整改计划报告

的议案》。

按照《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深圳证监局关于推

动辖区上市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20〕

128号）的要求，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公司对治理水平、财务质量、对外担保和资金

占用、内幕交易防控、大股东股票质押、并购重组、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承诺履行、审计机构

选聘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十个重点问题进行逐个梳理，深入自查，出具了《公司治理自查及

整改计划报告》并报送深圳证监局。

七、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于2021年2月10日召开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07）。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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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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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

议案》，董事会选举廖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

同意聘任廖垚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廖垚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简历

廖垚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曾任职于巨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目前，廖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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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中查询，廖垚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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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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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选举许明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许明伟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

会同意选举李洪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选举董事在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简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许明伟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现任深圳市汇芯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暨广东省未来通信高端器件创新中心）副总经理，曾长期在美国国家半导体有

限公司，美国凌力尔特技术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技术研发工作。

截至目前，许明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中查询，许明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洪流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曾任湖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

业务董事、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洪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中查询，李洪流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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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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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形

成的决议，公司定于2021年2月10日（周三）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1年2月10日（周三）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1年2月10日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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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10日9:15至

2021年2月10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

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21年2月4日（周四）。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2021年2月4日（周四）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和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25号创意大厦13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序号 提案名称

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3.00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上述议案均须就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第1提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时间：

2021年2月8日9:00一17:00。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

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登记手续，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25号创意大厦13楼。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一。

六、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2、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25号创意大厦13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18052

联系人：阮征

联系电话：（0755）26993098

联系传真：（0755）26993313

电子邮箱：ir@szselen.com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41

2、投票简称：“新纶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

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2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10日9:15时， 结束时间为2021年2月10日

15:00时。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2021年2月10日召开的深圳

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人（本股东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1、表决意见栏中用“√” 表示。

2、对于在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8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

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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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曾学

忠先生、董事兼副总裁翁铁建先生、副总裁侯海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曾学忠先生、翁铁建先

生、侯海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务，上述人员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职

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因曾学忠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独立

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其辞职报告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

后生效，在此之前，曾学忠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翁铁建先生、侯海峰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止本公告日，曾学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翁铁建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

接持有公司共1,175,342股，侯海峰先生直接及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共4,

318,806股，翁铁建先生、侯海峰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其辞职后

将会继续遵守《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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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公司及董事会对曾学忠先生、翁铁建先生、侯海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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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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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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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2.56万元-114,057.19万元

盈利：61,016.3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3.99%-86.9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9元/股-0.33元/股 盈利：0.1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度，虽受疫情以及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的影响，国家采取了正确有力的应对策

略，国内证券市场走出了前低后高、持续向好的态势。公司依托战略引导，充分把握机遇，实

现了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较大幅度的增加，主要系证券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研究发展

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同时因本年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减少，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2020年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预计增加公司净利润人民币2,290.05万元，2019年度公司非

经常性损益增加当年净利润人民币2,068.33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度报告中予以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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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2020年第四季度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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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实公允地反映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2020年12月31日的资

产状况以及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经营成果，保持公司财务的稳健性，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进行了资产减值测试，并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

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在2020年前三季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13,991.93

万元（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2日披露的《关于计提2020年前三季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2）） 的基础上，2020年第四季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12,

164.03万元。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项目

2020年第四季度计提

减值准备金额

2020年度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融出资金 -137.93 108.1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358.01 16,183.15

债权投资及其他债权投资 -7.31 -42.94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9,951.26 9,907.61

合计 12,164.03 26,155.96

一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12,164.03万元，共减少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合并报表净利润人民币9,123.02万元。

具体如下：

1、按账龄组合资产和单项不重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

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本期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1,683.32万元。

2、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

质押股票“乐视网”融出资金本金。公司对该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将账面价值

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经测算，该项资产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人民币920.48万元。

质押股票“金一文化”融出资金本金。公司对该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将账面价

值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经测算，该项资产本期计提减值准

备人民币1,588.22万元。

3、 公司自二级市场买入持有的金融资产 “17印纪娱乐CP001” 、“16三胞B” 、“17昆仑

01” ，因发行人到期未支付本息，发生实质性违约。公司对上述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并将账面价值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经测算，本期对“17印

纪娱乐CP001”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615.20万元，对“16三胞B” 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2,621.86

万元，对“17昆仑01”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1,195.88万元。

4、公司持有上海华信集团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账款收益权资产，到期未偿付，

且已逾期，本期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3,835.00万元。

5、融出资金和股票质押式回购减值准备：

融出资金及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减值准备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管理办法》 的规

定，本期共计冲回减值准备人民币288.62万元。其中，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期冲回减值准备

人民币150.69万元；融出资金本期冲回减值准备人民币137.93万元。

6、债权投资及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值准备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管理办法》的规

定，本期共计冲回减值准备人民币7.31万元。

二、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计提上述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利润总额人民币12,164.03万元，

将减少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人民币9,123.02万元。

以上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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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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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专利证书基本情况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锋龙股份” ）及控股子公司浙江昊龙

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昊龙电气” ）、控股子公司绍兴毅诚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

诚电机” ） 于2020年度取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共计30项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证书号 专利类别 专利权人

1

点火角度测量系统及其

实现的位置校正或角度

测量的方法

ZL201711068425.6 2017/11/3 2020/7/10 第3883478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2 一种双磁极飞轮 ZL201810790209.0 2018/7/18 2020/7/10 第3885016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3

用于飞轮浇铸除杂的模

具

ZL201810790025.4 2018/7/18 2020/8/21 第3949424号 发明专利 锋龙股份

4

一种用于模具切边的装

置

ZL201921077797.X 2019/7/10 2020/6/16 第10753023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5

一种具有双触发线圈的

高精度点火装置

ZL201921512169.X 2019/9/11 2020/6/16 第10753033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6 一种连体式极爪的飞轮 ZL201921256635.2 2019/8/5 2020/8/21 第11290701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7 一种双面飞轮 ZL201921257168.5 2019/8/5 2020/8/21 第11295238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8 一种汽油机用点火器 ZL201921146354.1 2019/7/19 2020/8/21 第11294474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9 一种小型点火器 ZL201921147348.8 2019/7/19 2020/8/21 第11291570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0

一种新型驱动爪的磁飞

轮

ZL201921134518.9 2019/7/18 2020/8/21 第11305891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1

一种具有熄火延时功能

的电感式点火器

ZL201922350325.3 2019/12/24 2020/9/29 第11591242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2

一种适用飞轮加工的新

型车刀

ZL201921134517.4 2019/7/18 2020/9/29 第11585187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3

一种具有机油保护和一

氧化碳报警防篡改的点

火装置

ZL201922370117.X 2019/12/25 2020/10/16 第11664545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4

用于工件多孔隔皮和流

道去除的设备

ZL201921029949.9 2019/7/3 2020/10/16 第11671395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5

一种可控硅触发供电电

路

ZL201721345371.9 2017/10/19 2018/5/15 第7350286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6

一种三相双压逆变发电

机电路

ZL201721155744.6 2017/9/11 2018/5/15 第7349423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7

一种IGBT驱动器负压供

电电路

ZL201721156142.2 2017/9/11 2018/5/15 第7345278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8

一种三相双压逆变发电

机电路

ZL201721160056.9 2017/9/11 2018/6/19 第7493480号 实用新型 锋龙股份

19

一种工件螺纹自动化检

测设备

ZL201921854079.9 2019/10/30 2020/6/16 第10738146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0

适用自动化机加工的压

铸件

ZL201921841987.4 2019/10/29 2020/8/7 第11173909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1

一种自动化装配的调温

器罩体结构

ZL201921816491.1 2019/10/25 2020/8/7 第11191192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2

一种工件自动化钻孔装

置

ZL201921817876.X 2019/10/25 2020/8/7 第11194856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3

一种具有防止气道相互

漏气结构的主箱体壳体

ZL201921816493.0 2019/10/25 2020/9/29 第11571033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4

一种模具用分体式滑块

结构

ZL201921792530.9 2019/10/23 2020/9/29 第11592721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5

一种嵌件不易脱离的压

铸件

ZL201921793837.0 2019/10/23 2020/9/29 第11573940号 实用新型 昊龙电气

26 一种定子铁芯 ZL201920546154.9 2019/4/20 2020/1/14 第9933100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27

一种定子模具及其定子

铁芯

ZL201920544275.X 2019/4/20 2020/1/21 第9964571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28 一种编码器磁环 ZL201920600491.1 2019/4/28 2020/1/21 第9958947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29

一种带有注塑件的定子

铁芯

ZL201920940213.0 2019/6/20 2020/2/18 第10076577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30

一种新型一体化工装设

备

ZL202020516529.X 2020/4/10 2020/12/15 第12130167号 实用新型 毅诚电机

注：第15项至第18项系2020年度锋龙股份从他处受让取得的专利，其余专利均为原始取

得。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20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10年，

自专利申请日起算。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利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有利于推动公司持续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41� � �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08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基金投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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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基金概况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贤丰控股”或“公司” ）于2017年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

资广州丰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盈基金” ）管理的横琴丰盈惠富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丰盈惠富” ）及横琴丰盈信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盈

信德” ，与丰盈惠富并称“并购基金” ），丰盈惠富及丰盈信德参与投资了天津卡乐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卡乐” ）17.14%的股权。

2018年，天津卡乐下属公司SNK� Corporation（JP）（以下简称“SNK” ）向韩国证券交易

所提交上市申请及相关文件。 为推动SNK上市事宜， 天津卡乐对子公司进行了股权架构重

组， 公司作为丰盈惠富及丰盈信德的有限合伙人， 指定全资子公司RONSEN (H.K.) � CO.,�

LIMITED（蓉胜（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蓉胜” ）承接了SNK发行的KDR股份。

2019年，SNK于当地时间5月7日以发行KDR （Korean� Depository� Receipt， 韩国存托凭

证）的方式在韩国证券交易所（KOSDAQ，韩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首次公开发

行。香港蓉胜在SNK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SNK� 24,177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4.391%；在SNK首

次公开发行后持有SNK� 24,177股股份（折合KDR� 2,417,700股），持股比例为11.479%，持有

股份限售期一年。

2019年5月、2019年11月、2020年5月、2020年6月，公司以收益分配及减少实缴出资额的形

式自丰盈惠富及丰盈信德收回投资合计13,710.52万元。2020年6月， 香港蓉胜先后出售所持

SNK部分KDR股份199,618股、479,720股，公司自此对SNK的持股比例降至10%以下，因持股

意图发生变化已将所持SNK及天津卡乐股权的核算方法一并从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转换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2020年10月， 香港蓉胜出售所持

SNK部分KDR股份405,263股。2020年12月， 香港蓉胜陆续出售所持SNK部分KDR股份181,

850股、126,587股、186,509股、218,864股。2021年1月， 香港蓉胜出售所持SNK部分KDR股份

133,722股。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4月8日、4月25日、6月22日、11月10日、11月28日、2018年1月5

日、6月15日、8月11日、2019年5月6日、5月8日、11月27日、2020年1月14日、5月28日、6月20日、6

月30日、10月10日、12月19日、12月25日、12月31日、2021年1月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并购基金投资进展情况

香港蓉胜于近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出售所持SNK部分KDR股份47,836股，本次出售

后香港蓉胜仍持有SNK的KDR股份437,731股 （持股比例为2.08%）， 本次出售预计为公司

2021年度贡献正向收益金额约138.77万元。

本次出售股份到账资金为1,210,575.87美元（以2021年1月22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4617

折合人民币分别约7,822,378.10元），增强了公司资金的流动性。

以上数据未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为公司财务部门预计数。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本次出售股份资金到账情况；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57� � �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6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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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4,509.45万元–28,594.35万元

盈利：20,424.5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21,171.56万元–24,853.57万元

盈利：18,410.0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8346元/股–0.9737元/股 盈利：0.695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但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双方不存

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专用设备和IDC业务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此

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20%–40%。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59� � �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 公告编号：2021-001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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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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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27.25万元–45,590.89万元

盈利：26,818.1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38,705.60万元–44,044.31万元

盈利：26,693.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5�%– 6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2.5787元/股–2.9225元/股 盈利： 2.0629元/股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已按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重新换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在30%-40%之间；公司毛利率保持相对稳定；公司销

售费率同比有所下降；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收益同比增加。

2、本年度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的影响，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发展战略需要，公司对费

用投放节奏进行了战略调整，导致净利率在季度之间有一定的波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