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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２４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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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临时）会议通知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分别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
２７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监事７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７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
二）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签订四
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等事宜。 公司将在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签订后，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三）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部分国有土地收储的议案》。
同意昆明市所属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以评估价值为基础（
评估价值以经有权部门备案
的评估值为准），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宁市草铺镇的１８１．３４
亩土地，收储价格为２５．５万元／亩，地上附着固定资产搬迁补偿价格为６７９万元，收储总补偿款
５，３０３．１７万元。
（
四）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
况，对《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
五）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财务共享中心的议案》。
为持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推动财务管理由核算型向价值管理型转变，支撑公司经营与
财务决策，同意公司设立财务共享中心。
（
六）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公司监事李丹女
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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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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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通知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现
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当参与表决董事１１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１１人，符合
《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
（
一）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２３，７５８．９１万元，分别向公司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１０，２８８．７５万元，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７，８１６．５５万
元，向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增资５，６５３．６１万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临２０２１－０２５号公告。
（
二）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签订
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等事宜。 公司将在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签订后，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三）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部分国有土地收储的议案》。
同意昆明市所属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以评估价值为基础（
评估价值以经有权部门备案
的评估值为准），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宁市草铺镇的１８１．３４
亩土地，收储价格为２５．５万元／亩，地上附着固定资产搬迁补偿价格为６７９万元，收储总补偿款
５，３０３．１７万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临２０２１－０２６号公告。
关于修订〈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
四）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
况，对《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公告的《
投资管理制度》。
五）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财务共享中心的议案》。
（
为持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推动财务管理由核算型向价值管理型转变，支撑公司经营与
财务决策，同意公司设立财务共享中心。
（
六）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Ｙａａｃｏｖ Ａｌｔｍａｎ（
雅科夫·阿特曼）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根据公司股东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推荐，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提名沈和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临２０２１－０２７号公告。
（
七）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临２０２１－０２９号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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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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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天驰物流”）、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
● 增资标的名称：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司（
以下简称“
天安化工”）、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红磷化工”）。
增资金额：本次合计增资２３，７５８．９１万元。
其中向天驰物流增资１０，２８８．７５万元，向天安
●
化工增资７，８１６．５５万元，向红磷化工增资５，６５３．６１万元。
●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证监许可〔
复》（
２０２０〕３０６９号）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向１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４１２，１９７，２０１股，每股面值１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４．６１元／股。 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１，９００，２２９，０９６．６１元， 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３２，６２４，７６０．７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８６７，６０４，３３５．８７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
信永中和”）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
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２０ＫＭＡＡ１００４７）”，确
认本次募集资金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到账。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储存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在《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四次修订稿）》中披
露的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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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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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以通讯形式发出；
以下简
２、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在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称“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含独立董事３人），亲自出席董事７人；
３、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７人（
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ＪＩＡ ＪＩＴＡ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公司章
５、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拟参与山东齐鲁华信实
１、会议以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参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的认购，总出资７，０００，０００元，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
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拟参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的公告》（
公
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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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万吨／年聚甲醛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云聚天新
材料有限公司

１３６，５８８．００

１０９，２６４．００

２

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驰物流有限
项目
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３．７５

１０，２８８．７５

３

１０万吨／年设施农业用水溶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
性磷酸一铵技改工程
有限公司

９，５８４．２１

７，８１６．５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４

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红
项目
磷化工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９６

５

偿还银行贷款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

合计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７，７３０．２０

５，６５３．６１

５７，０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９０６．１６

１９０，０２２．９１

三、本次增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天驰物流，“
１０万
吨／年设施农业用水溶性磷酸一铵技改工程”实施主体为天安化工，“
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
项目”实施主体为红磷化工。 其中，天安化工、红磷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驰物流为公司全
以下简称“
联合商务”）的全资子公司。
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
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以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 增
资资金用于相关项目的投入，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
主体

增资方式

１

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
目

天驰物流

由公司向
天驰物流增资

２

１０万吨／年设施农业用水溶性
磷酸一铵技改工程

天安化工

由公司向
天安化工增资

３

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
目

红磷化工

由公司向
红磷化工增资

本次拟增资
万元）
金额（

增资来源

１０，２８８．７５
公司本次非公
７，８１６．５５ 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５，６５３．６１

合计

２３，７５８．９１

本次对天安化工、红磷化工增资，全部用于增加天安化工、红磷化工注册资本金，增资后，
天安化工、红磷化工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天驰物流增资，拟以天驰物流２０１９年审计报告为基础，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直接
对天驰物流增资１０，２８８．７５万元，其中４，６２４．４４万元用于增加天驰物流注册资本金，５，６６４．３１万
元用于增加天驰物流资本公积。 天驰物流增资前后股东权益如下：
增资前

股东方

股东权益（
万元）

联合商务

本次增资（
万
元）

持股比例

增资后
股东权益（
万元）

持股比例

２２，２４８．６６

１００％

０

２２，２４８．６６

６８．３８％

０

０

１０，２８８．７５

１０，２８８．７５

３１．６２％

公司

联合商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天驰物流增资后， 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天驰物流
１００％股权。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
一）天驰物流
１． 公司名称：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资本：１亿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金柳路１１号
４． 法定代表人：夏应江
５． 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
３类、８类）；普通货运、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中转、物流配送代
理；仓储、装卸搬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化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建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
易、物资供销；房屋租赁等。
天驰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商务的全资子公司。 天驰物流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期间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０，８５６．３５

６３，６２３．９３

净资产

２２，２４８．６６

２５，２５６．０１

期间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营业收入

２３０，０６６．０９

１６３，０５０．２２

净利润

５，１４１．７１

２，８４１．６１

（
二）天安化工
１． 公司名称：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１２亿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
４． 法定代表人：曾家其
５． 经营范围：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矿产品，磷矿副产品，矿物
饲料；生产经营黄磷、磷酸、磷酸盐、硫酸、氟硅酸钠等化工系列产品、磷肥及复合肥系列产品、
磷矿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出口业务等。
天安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安化工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６５３，７８３．６６

６３１，２９８．２１

净资产

１９５，４０４．７０

１９８，４７０．６８

期间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营业收入

４９０，２８５．５４

３１５，３５１．５８

净利润

１４，５７０．５４

２，０２０．８７

（
三）红磷化工
１． 公司名称：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４亿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西北路
４． 法定代表人：李天华
５． 经营范围：化肥、氟硅酸钠、硫酸、磷酸、合成氨、化工原料、磷矿石系列产品、农产品、新
材料、新能源的研发及产品的生产、销售；化工机械及零配件制作安装；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内贸易代理服务、国际贸易代理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货
物运输代理等。
红磷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红磷化工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２３４，８４７．４７

２３７，２２２．９７

净资产

５０，９７７．８０

５０，１４２．１６

期间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营业收入

１６６，８７９．０４

１５１，６７１．８０

净利润

－１２，４８４．１０

－１，７３２．４２

五、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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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
公司募集资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
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天驰物流、天安化工和红磷化工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
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及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资金将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六、本次增资履行的决策程序
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已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增资不涉及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实施主体，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
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增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
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专项意见说明
（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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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事项。
（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的形式投入全资子公司的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１、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７０３００７６０９５６５７４９
注册资本：１００，３７３，５２０元
法定代表人：李晨光
成立日期：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
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体育场路１号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以上范围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新型分子筛、硫酸铝、偏铝酸钠、中性水、酸性水、铝溶胶生产、销售；化工科技服务；
塑料制品、防腐设备与管道生产、销售、安装、维修；铝制品加工、销售；机械设备制
造、安装、维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木托盘、滤布、布袋、日用百货
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钢结构工程施工；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住宿；主、副食
加工、销售；酒水销售；卷烟、雪茄烟零售（
以上四项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劳
务派遣（
不含境外劳务）；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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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华信股票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９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证券简称：齐鲁华信，证券代码：８３０８３２。
齐鲁华信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１８３号），中国证监会核准齐鲁华信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２、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齐鲁华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前，齐鲁华信
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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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以下简称“
亚世光电”或“
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战
１、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略稳步实施，拓展公司战略投资方向并储备战略投资机会，公司拟参与山东齐鲁华
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齐鲁华信”）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
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的认购工作，公司拟认购齐鲁华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其发行完成后总股本比例的０．７４７２％，每股认购
价格为人民币７元，总出资额７，０００，０００元。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
金。
关于拟
２、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参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
层挂牌战略配售的议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３、根据《
２０２０年修订）》、《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２０２０年修订）》及《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齐鲁华信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明曰信、李晨光、侯普亭、陈文勇、戴文博、
刘伟、张玉保和李桂志。
３、标的公司财务状况
根据齐鲁华信已披露的《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
申报稿）》，
齐鲁华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６４４，５５１，７６３．４０

５９０，８９０，２１３．２７

负债总额

２１５，３６７，８１７．１７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２９，１８３，９４６．２３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９，３７７，９３３．６３
３８１，５１２，２７９．６４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营业收入

３１２，４７１，８１０．０４

５７１，７０１，０９０．７１

利润总额

５１，８５９，７７８．５１

６０，９３０，８７１．７８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９４８，３７０．５３

５３，６４４，２５５．８８

齐鲁华信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中天运［
２０２０］审字第９０６５２号、中天运［
２０２０］审字第９０４４４号审计报告。
４、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齐鲁华信及其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及
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齐鲁华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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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提示：
以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
● 昆明市所属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拟以评估价值为基础 （
值为准），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安化工”）位于安宁市草
铺镇草铺街道的１８１．３４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地上附着固定资产进行补偿，收储总补偿款５，
３０３．１７万元。
● 本次土地收储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该事项尚须经有权的机构对评估价值进行备案， 天安化工尚未与安宁市人民政府草
铺街道办事处签订土地收储协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根据安宁市整体规划需要，安宁市人民政府草铺街道办事处拟收储子公司天安化工位于
安国用（
安宁市草铺镇草铺村委会的１８１．３４亩国有土地（
２００８）第０８５５号）。 该土地为作价出让
的工业用地，土地及地上附着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为３，０００．５０万元。
经天安化工与安宁市政府按土地及地上附着固定资产评估结果协商， 该国有土地按２５．５
万元／亩进行收储补偿，地上附着固定资产搬迁按６７９万元补偿，交易总金额为５，３０３．１７万元。
该事项尚须经有权的机构对评估价值进行备案，天安化工尚未与安宁市人民政府草铺街
道办事处签订土地收储协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概况
交易对方为安宁市人民政府草铺街道办事处。
本次土地收储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安化工位于安宁市草铺镇草铺村的面积为１８１．３４亩（
１２０，
８９１．１０ｍ２）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权证
编号

土地
位置

取得
日期

用地性
质

土地用
途

准用年
限

开发程
度

面积（
ｍ２）

安国用〔
２００８〕第
０８５５号

安宁市
草铺镇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作价出
资

工业用
地

５０

五通一
平

１２２，２９１．１０

同时，因收储导致的构（
建）筑物附属物、设备设施搬迁，该项费用按６７９万元进行补偿；需
用的设备设施由天安化工自行拆除及处置，收益归天安化工。
上述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宗土地及地上附着
固定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 评估结果为：草铺
街道办事处拟进行拆迁补偿涉及天安化工持有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价值以及设备类资
以
产拆除、运输费，账面原值５，４６６．４４万元，账面净值３，０００．５０万元，评估价值为５，３０２．３７万元（
经有权的备案机构备案的评估值为准），评估增值２，３０１．８７万元，增值率７６．７２％。 详情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Ａ

Ｂ

１ 流动资产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7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的公告

证券简称：云天化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部分土地使用权由政府收储的公告

增减值
Ｃ＝Ｂ－Ａ

－

－

－

３，０００．５０

５，３０２．３７

２，３０１．８７

３ 固定资产

６６９．５６

６７８．２９

８．７３

４ 无形资产

２，３３０．９３

４，６２４．０８

２，２９３．１５

３，０００．５０

５，３０２．３７

２，３０１．８７

２ 非流动资产

５

资产总计

以上述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参考其评估价值为基础，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该国有土地
拟按１８１．３４×２５．５＝４，６２４．１７万元收储补偿，地上附着固定资产以６７９万元进行补偿，收储总补
偿款５，３０３．１７万元。
五、土地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
一）本次土地收储可进一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缓解子公司资金压力，土地收储后预计
将增加公司及天安化工当期利润约２，２００万元。
（
二）该土地及地上附着固定资产为天安化工原动力厂设备、土地，为天安化工原动力厂
设备、土地，后因公司开展余热回收环保更新改造，该土地和设备一直处于备用状态，本次土
地收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２7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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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以化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免职函》，董事Ｙａａｃｏｖ Ａｌｔｍａｎ（
雅科夫·阿特曼）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至公司股东大会选出新的董事之日止，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董事前，Ｙａａｃｏｖ Ａｌｔｍａｎ
（
雅科夫·阿特曼）先生继续履行董事职责。
有限合伙）《
董事委派函》推荐，公司第八届
根据公司股东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沈和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雅科夫·阿特曼）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提升公司治理、
Ｙａａｃｏｖ Ａｌｔｍａｎ（
强化规范运作及推进经营决策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公司对Ｙａａｃｏｖ Ａｌｔｍａｎ（
雅科夫·阿特曼）先
生在任职期间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通过对提名人选资质的审核，
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沈和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和平，男，汉族，１９７４年８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年６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任上海讯
博石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１月任上海博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
艺工程师；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任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
上海） 胜帮化工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２０１１年１月至今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云天化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９６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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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选举公
司监事李丹女士（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附件：李丹女士简历
李丹，女，１９６８年６月出生，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经济师。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任云天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助理；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
长；２０１８年６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２０２０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
公司董事；２０２１年１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份的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认购齐鲁华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认购齐鲁华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其发行完成后总股本比例的０．７４７２％，每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７元，总出资额７，
０００，０００元。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
齐鲁华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情况详见其于２０２１年１
月４日披露的《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
申报稿）》。
四、《
战略配售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乙方）拟与齐鲁华信（
甲方）签署《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战略配售协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认购价格为甲方与主承销商结合市场环境、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等多种因素
最终确定的价格。 甲方本次发行股票认购价格为７．００元／股。
２、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甲方同意乙方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之一，向乙方发行股票，最终认购股数为１，０００，０００股，乙方认购股票的金额为人民
币７００万元（
大写：柒佰万元整）。
３、甲方本次发行启动后，乙方应根据甲方与主承销商事先发出的认购缴款通知
书要求，按时将认购款金额划付至指定账户。
４、甲方同意授予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１５％的超额配售选择权，乙方同
意甲方和主承销商无需取得乙方同意的情形下，享有酌情采用超额配售并决定晚于
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挂牌日期之日向乙方交付其全部或部分获配股票的权利。
５、乙方作为甲方本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
６、如因监管核准或其他政策原因，导致乙方最终认购数量与协议约定的认购数
量有差异的，甲方将不承担发售不足的责任，但甲方会将乙方已支付的对价按实际
发生额结算。
７、协议生效后，如乙方不能在协议约定的甲方发出的认购缴款通知书载明的认
购款支付时间内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全部认购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认购款总
额的１０％支付违约金，并且有权终止协议。
８、协议生效后，在乙方按时缴付了认购款项的前提下，若甲方因自身原因不能
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及时向乙方交付所认购股票，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认购款总额
的１０％支付违约金，并且有权终止协议。
９、协议需同时满足中国证监会做出核准甲方本次发行股票的决定，且乙方通过
同意进行相关证券投资的内部决策程序时生效。
乙方承诺其认购的甲方股票的限
１０、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售期不受协议有效期限制）， 若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上述有效期内未完成协议约定
的配售事宜，则协议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后的上述有效期满后自动终止。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１、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齐鲁华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系看好齐鲁华信未
来发展及盈利能力，进一步拓宽公司战略投资方向和渠道，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
率，储备潜在战略投资机会，未来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可期的投资回报，为公司带来新
的利润点。
２、存在的风险
（
１）投资风险
齐鲁华信系新三板挂牌企业，其经营情况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环保和安全生产
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若齐鲁华信在运营过程中发生经营、管理风险使其价值受损，
公司因此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
２）公司持股比例降低的风险
齐鲁华信未来可能会继续寻求融资或战略合作，若公司未能持续投入，公司持
股比例存在被稀释的可能。
六、其他说明
１、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目前公司现金流充足，本次将以
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２、有关参与齐鲁华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后续的进展情况，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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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２１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９点００分
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９：１５－１５：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投票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Ａ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１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临２０２１－０２７号公告。
特别决议议案：未涉及
２．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１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未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未涉及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未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
网址：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２０２１／２／９

（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公司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亲
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者交通及食宿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０８７１－６４３２７１７７ 传真号码：０８７１－６４３２７１５５
联系人姓名：苏 云 徐刚军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或本人）出席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１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同意”、“
反对”或“
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3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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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进展情况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司子公司预计收到政
公司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披露了《
府补助６，４２１．１３万元，其中，已收到１，４０３．４１万元，尚有５，０１７．７２万元未收到。 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临２０２１－０１３号公告。
近日，公司子公司收到上述政府补助中的一部分，共计４，４５６．３１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１

云南云天化联
合商务有限公
司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２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证券简称：云天化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１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３

４

补助项目名称

收到的补助金
额
（
万元）
１，８０４．１７

疫情防控重点企业
天驰物流有限
贷款省级财政贴息
责任公司
资金
云南云天化农
资连锁有限公
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
净利润影响（
万
元）
１，５３３．５４

备注
已收到，收益相关，公
司持有１００％股权

３７４．５０

已收到，收益相关，公
３１８．３３ 司持有１００％股权

５３２．６１

４５２．７２

已收到，收益相关，公
司持有１００％股权

年中央外经
云 南 云 天 化 联 ２０２０
贸专项资金促进外
合商务有限公
贸稳中提质等项目
司
资金

１，７４５．０３

１，４８３．２８

已收到，收益相关，公
司持有１００％股权

合计

４，４５６．３１

３，７８７．８７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一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上述公司子公司已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４，４５６．３１万元， 预计影响２０２１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３，
７８７．８７万元。
以上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数据未经审计，具体金额及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
果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５２

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8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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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亚世光电”或“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以公
１、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告形式刊登了《
关于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４）。
２、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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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
星期三）下午１４：００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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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日交易日上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９：１５～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２８８号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六楼会议室。
３、会议召开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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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５、会议主持人：董事长ＪＩＡ ＪＩＴＡ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６、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６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１１８，８３２，１８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７２．３０８７％。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４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１０４，９００，６８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８３１５％。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２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１３，９３１，
５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８．４７７２％。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１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２２，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０．０１３４％。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１１８，８３２，１８３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０％。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２２，００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易建胜、周书瑶
３、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会议记录人签字的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关于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
２、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