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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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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 ）董事会秘书张晶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4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董事会秘书张晶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的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6,875股公

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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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晶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67,500 0.0440%

其他方式取得

：67,500

股

注：张晶女士所持股份来源均为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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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晶

22,500 0.0147% 2020/12/29～2020/12/29 9.78-9.81 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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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晶 不超过

：16875

股 不超过

：0.0110%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16875

股

2021/2/23～2021/8/22

按市场价格

股权

激励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高管此前对持股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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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

告〔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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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

司高管张晶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存在

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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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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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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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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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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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18号IFC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1层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卢少辉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40,272,60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0.132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40,272,601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0.13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526,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11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

晖、陈璐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1.00�《关于为参股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746,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49％；反对526,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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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52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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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陈璐新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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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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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木建发”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7,650万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 ）分别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4,000万元、6,000万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分别为3年和1年；

3、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全资子公司福建沁

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4、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控股子公司福

州轻工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

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1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7,650

一年

2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4,000

三年

3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6,000

一年

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4,000

一年

5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0

一年

合计

23,65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6月3日和2020年6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0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

担保额度为49.111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

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9.51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9.596亿元， 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

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

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51。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公司为子公司福建三木

建发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40,150万元，实际已使用103,84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7,

65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28,660万元；公司为福州轻工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

125,000万元，实际已使用68,500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0,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

保额度为46,500万元； 公司本次计划担保额度为69,000万元 （含之前已调入的14,500万元额

度），实际已使用57,40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6,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

为5,6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

年担保计划额度

（

含调剂

）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

含调剂

）

含本次公告已使用担保额

度

（

含调剂

）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福建三木建发

84.95% 140,150 103,840 111,490 28,660

福州轻工

91.53% 125,000 68,500 78,500 46,500

三木集团

81.84% 69,000 57,400 63,400 5,6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年8月17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15,2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401(自

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5、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乙烯酯、

苯乙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筑材料、家用电

器、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

品）、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

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

列明批发业；

6、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971,137,653.92元，负债总额1,676,374,666.43元，净资产

294,762,987.49元；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2,518,477,681.94元，净利润26,303,509.39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2,213,090,325.34元，负债总额1,880,113,988.21元，净资产

332,976,337.13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1,999,663,385.51元，净利润38,213,349.64元。

（二）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0年10月06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528

（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蔡钦铭；

5、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黄金珠宝、

电子产品、橡胶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有房屋租赁；砂石的销售；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及收藏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零售；网上商

务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器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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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5%股权，陈健持有其30%股权，廖星华持有其8.3%股权等；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82,170,214.02元，负债总额850,900,677.86元，净资产131,

269,536.16元；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1,959,335,301.12元，净利润4,543,963.88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473,154,979.68元，负债总额1,348,327,269.11元，净资产

124,827,710.57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1,776,191,446.18元，净利润-6,439,525.67元。

公司为福州轻工的贷款提供担保，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股东（陈健、廖星华）提

供同额度连带担保责任,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2年10月24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46,551.957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162号；

4、法定代表人：卢少辉；

5、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房地产中

介。建筑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6、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539,935,697.48元，负债总额6,827,120,716.51元，净资产1,

712,814,980.97元；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6,376,854,690.92元，净利润81,282,862.58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9,848,247,454.50元，负债总额8,059,995,012.56元，净资产1,

788,252,441.94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4,566,589,368.88，净利润43,134,752.65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全资子福建三木建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7,650万元

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4,000万元、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期限分别为3年和1年；

（三）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全资子公司福

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四）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控股子公

司福州轻工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上述协议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

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

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 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

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其中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

力良好，本次公司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

司提供反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1年1月2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6,295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担保余额为173,753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09,197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

合计金额为329,2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4.69%。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

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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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到6,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45,685.38万元到50,685.38万

元，同比减少88.39%到98.07%。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38,000万元到43,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8,694.74到13,694.74万元，同

比减少16.82%到26.49%。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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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

到6,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45,685.38万元到50,685.38万元， 同比减少88.39%到

98.07%。

2.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8,000万元到43,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8,694.74万元到13,694.74万元，同比减少16.82%到26.49%。

（三）本业绩预告所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685.3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51,694.74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物流不畅、下游企业复工缓慢，公司产品的销售业绩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020年8月18日，公司遭受重大汛情，存货及设备均遭受重大损失；同

时，此次汛情导致公司停产45天。 四季度国内外市场复苏，公司经营业绩恢复到正常水平。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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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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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收到全资

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电兴发” ）的告知函。告知函内容为：北

京中电兴发于近日取得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颁发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书基本情况

1、证书名称：《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注册号：02621J30001R0M

3、质量管理体系符合：GJB9001C-2017标准

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所覆盖的范围：电子智能化产品（嵌入式存储节点、服务器、微型计

算机（台式机））的研制和技术支持服务；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资质范围内涉密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

5、证书生效日期：2021年01月04日

6、证书有效期至：2024年01月03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智慧中国核心技术、产品与全面解决方案供应商，专注于智慧城市方

向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本次获得《武器装备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是公司获得的一项重要军工资质，也是公司布局智慧国防、智慧军工业

务领域和贯彻落实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不仅是对公司质量管理体系

工作的肯定，也是公司在智慧中国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及创新能力标准化的体现，表明公司在

计算机应用软件、电子智能化产品（嵌入式存储节点、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台式机））的研制

开发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质量管理已符合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的国家标准， 具备武器装备

相关领域产品研发和服务的能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和提高军工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公

司拓展在智慧国防（军队）领域即军工领域的相关市场，同时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质量管

理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标准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在数字中

国、智慧中国业务的建设、投资与运营等方面的更好发展。

本次证书的取得预计可能对公司2021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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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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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副董事长殷宝华先生持有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公司” ）4,303,400股股份， 占公司减持计划实施前总股本比例为

1.10%。

● 股东及董事减持计划的进展及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年7月3日披露了《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并于 2020�年 10月 27�日披露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78）。

2021年1月23日， 公司收到殷宝华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止

2021年1月23日， 殷宝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殷宝华先生自

2020年7月27日至2021年1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262%。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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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宝华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4,303,400 1.10%

IPO

前取得

：3,50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803,400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指的是历次送转股获授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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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宝华

500,000 0.1262%

2020/7/27～2021/

1/23

集中竞价

交易

29.18－29.44 14,644,243

未完成

：575,

850

股

3,803,40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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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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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两家新能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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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5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深

高速（广东）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新能源” ）与有关方签订了《股权转让

及增资协议》（“协议” ）， 广东新能源将受让木垒县乾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乾智公司” ）及木垒县乾慧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乾慧公司” ）各自100%股

权，并对其进行增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乾智公司和乾慧公司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县注册成

立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发电业务。 乾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000万元，

在木垒老君庙风电场投资建设乾智昌吉木垒老君庙风电场150MW风力发电项目

（“乾智项目” ）；乾慧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000万元，在木垒老君庙风电场

投资建设乾慧昌吉木垒老君庙风电场100MW风力发电项目（“乾慧项目” ）。

根据协议， 广东新能源将分别以人民币29,000万元和人民币16,000万元的价

格，受让乾智公司和乾慧公司各自100%股权；受让完成后，广东新能源将分别对

乾智公司和乾慧公司增资人民币18,918.31万元和人民币10,437.69万元。 综上，广

东新能源将合计投资人民币74,356万元于乾智公司和乾慧公司，其中股权受让款

人民币45,000万元，增资款人民币29,356万元。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乾智公司和

乾慧公司截止2020年9月30日审计报告， 乾智公司和乾慧公司合计总资产人民币

171,706.46万元，总负债人民币126,716.22万元，所有者权益人民币44,990.23万元。

乾智项目和乾慧项目的实际装机容量合计为249.5MW，通过准东~皖南特高

压直流输电通道送至华东地区消纳。乾智项目和乾慧项目于2017年7月取得核准，

于2020年12月建成并网发电，并已获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经营期至2040年12

月。乾智项目和乾慧项目适用的上网电价为人民币0.49元/kWh（包括标杆电价和

补贴电价）。

乾智公司和乾慧公司的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乾智公司和乾慧公

司的债务结构，提高其盈利能力。

本公告为自愿性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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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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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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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交

易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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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开始时间（2021年1月25日上午9:15）至投

票结束时间（2021年1月25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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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龙飞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7人，代表股份3,317,641,06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502%，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共34人，代表股份42,878,19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人,代表股份2,394,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3,315,246,7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101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备案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修订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2

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20,3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2％；反对1,159,16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6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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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57,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530％；反对1,159,16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34％；弃权6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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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彭磊 方伟

3、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磊、方伟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天茂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天茂集团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