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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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2021SH1000030】
【
GR2021SH1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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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32020SH1000050-4】

【
Q32021SH1000005】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总资产：27,719.35万元；净资产：19,542.81万元；注册资本：18,180.00万元；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
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煎膏剂、酒剂、酊剂生产；液体消毒剂（
净
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 粒剂、合剂、口服液、散剂、丸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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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不含危险化学品）（
100%股权
项目联系人:杨忻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33、15618059165

9,771.410000

总资产：174,143.94万元；净资产：146,269.96万元；注册资本：7,244.92万元；经营范围：软、硬件的开发建
上海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设；资产委托管理及经营；高科技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创业投资，接受
占总股本的 委托对企业进行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企业形象策划（
上述经营范围除专项规定）。【
依法须
257508股股份 （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0.3554%）
项目联系人:杨忻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33、15618059165

547.977024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1-02-09

【
G32021SH1000010】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8,20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管
理，房屋出租，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餐饮企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纺
上海虹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织品及原料，针织服装，化工产品批发（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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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万雅宁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24、17317627136

760.000000

2021-02-24

【
Q32021SH1000004】

除专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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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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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
集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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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51万股股份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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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股本的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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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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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二千年大酒店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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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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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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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上研化肥科技发展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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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4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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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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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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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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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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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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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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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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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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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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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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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八达运 输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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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股权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电话:020-83627452、13509955970

78.030000

2021-02-22

【
G32020SH1000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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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大海润信息系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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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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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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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股权及32844.416507万 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一般经营项目：无
元相关债权
项目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

57,917.050800

2021-02-20

380.000000

2021-03-01

挂牌价格（
万元）

中纺粮油（
日照）有限公司部
2008款3.0排量别克商务车一辆，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分资产

5.090000

2021-02-10

【
GR2021SH1000053】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部
1套三菱柴油发电机组，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分资产

28.760000

2021-02-02

【
GR2021SH1000034】
【
GR2021SH1000052】

集团）有限责任
~ 上海新黄浦（
上海市浦东新区部分房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公司部分资产

详见网站

2021-02-08

301.720000

2021-02-02

中国轮滑协会战略合作伙伴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
服装类）权益招商

【
GR2021SH1000024】、
【
GR2021SH1000023】

大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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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证券简称：开普检测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述或重大遗漏。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总数的99.994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1年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并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8,364,3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

“
《激励计划》” ）的规定，鉴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28日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中，15人因个人原因已经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8日9:15-9:25，9:30-11:30和

股份总数的0.0000%。

股票合计195,12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根据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09,3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86,273,886股减少至286,078,766股，注册资本也

总数的99.994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相应由286,273,886元减少至286,078,766元。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尚德路17号公司1楼会议室。

表决结果：通过。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58,364,3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致清先生。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

6、会议出席情况：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

份58,364,9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562%。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09,3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文件。

总数的99.994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1）通过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通过。

董事会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42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2021年1月28日

总表决情况：同意58,364,3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3）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09,3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

总数的99.9947%；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1,409,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的14.262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1,399,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表决结果：通过。

股份总数的14.248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0,800股，占公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沈诚敏律师、陆顺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证券代码：002866

证券简称：传艺科技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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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股东大会会议。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会议通知：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了法律意见书。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许昌开

董事会

总表决情况：同意58,364,3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

2021年1月28日

开户银行

帐号

初始存储金额

项目名称

512909243810603

0

苏州柯依迪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化装饰系统及智能家居项目

三、《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甲方” ）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简称“丙
方” ）、柯依迪（简称“
丁方” ）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丁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丁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77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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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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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的100.000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
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77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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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未讨论《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

其中通过深圳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月28日上午9:15-9:25，

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2021年1月28日9:15至2021年1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28日；

2．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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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不得质押。
2、乙丁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丁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和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穆宝敏、万弢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丁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丁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丁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乙方和
丁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丁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依法注销专户之日失效。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公告编号：20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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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583号）核准，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以非公开
发行方式发行A股股票48,379,625股，每股发行价格为4.3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0,899.998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633.8094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0,266.1886万元。2020年12
月21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容诚验字[2021]361Z000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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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根据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的要求，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2021年1月28日，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苏州柯依迪装配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依迪” ）在苏
《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
州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2021年1月26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德恒（苏州）事务所见证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下午1:30；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高邮市凌波路33号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证券简称：柯利达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2％。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60382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3日以公告形式发布。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

四、备查文件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2％。

之二以上通过。

司章程》等的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案，表决情况如下：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 代 表 股 份 158,775,500 股 ，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 份 的
55.4628％。

的100.0000％。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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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的0.0000％；弃权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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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江阴司特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江阴司特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私营
注册资本：55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职工人数：13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服务；生物医药中间体（
不含危险品）、化妆品、实验仪器
耗材（
不含危险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许可经营项目除外）、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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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陈慧玉 98.00%；华夏源细胞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3000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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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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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骨3D打印项目（
生物3D打印枪、软骨水凝胶、骨软骨3D打印支架、耳软骨3D打印、
髋关节软骨3D打印）的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申报； 2、新项目研发（
肌腱、韧带、鼻整形等）与知识产权保护；
3、公司运营、团队建设、上市准备。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本次增资活动终结： ①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②投资人、增资人
及原股东未能就《
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③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④成交价未达到保留底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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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增资不涉及员工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平台增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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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增资完成后，相关债权债务由增资后的公司继续继承履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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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胡淑娟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1801040780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2-2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特别提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

2021-02-07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陈述或重大遗漏。

7、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其中，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2021-02-09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告编号：2021-015

独立董事马锁明、唐民琪以通讯方式出席），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全体列席了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详见网站
2,362.343600

股份的0.0000％；弃权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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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8,354,142股，占公司

2021-02-0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58,779,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00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8人，代表股

详见网站

55.4640％。

表决结果：通过。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1-02-23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021年1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11,355.190000

2、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02-25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1、会议召开时间：

13:00-15:00。

2021-02-0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告编号：2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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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09,3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特别提示：

证券简称：传艺科技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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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上投房地产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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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部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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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866
证券代码：003008

~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
上海市闵行区古龙路300弄一批住宅，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发展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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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
GR2021SH1000056】

【
TR2021SH100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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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房屋、在建工程及设备等，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分资产

详见网站
871.700000

增资项目信息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简介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店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4555弄63号房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支行部分资产

【
GR2021SH1000006】

【
G32020SH1000179-4】

项目名称

【
GR2021SH1000029】

【
GR2021SH1000013】
【
GR2021SH1000019】

2021-03-01

总资产：27,480.40万元；净资产：15,724.28万元；注册资本：5,100.00万元；经营范围：造开关控制设备及
配件、LED显示屏；普通货运；销售开关控制设备及配件；设计、开发LED显示屏；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
北京龙源开关设备有限责任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公司3.43%股权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项目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

项目编号

~ 上海盛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外婆泾路一批房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部分资产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伟民先生

2021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2021-006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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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
重述后）

本报告期
21,260,509

上年同期
（
重述前）

25,324,885

增减变动幅度
（
％）

24,322,024

-16.05
-4.93

营业利润

4,418,234

4,647,586

4,746,820

利润总额

4,829,525

4,738,875

4,828,031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9,448

3,338,882

3,422,218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11,005

2,749,971

2,749,971

9.49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25

0.25

0.2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29

7.91
本报告期初（
重述
后）

本报告期末

8.68
本报告期初（
重述
前）

减少0.62个百分
点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85,297,739

78,480,251

71,778,991

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1,516,088

43,569,836

40,772,378

18.24

股

15,807,418

13,172,848

13,172,848

20.00

3.26

3.31

3.10

-1.51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元）

注：1、本报告期初数（重述前）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本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3、本报告期内，公司向间接控股股东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
海港集团” ）收购其持有的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
股权、浙江义乌港有限公司100%股权，向省海港集团子公司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收
购其持有的浙江头门港港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和上述被收购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后同
受省海港集团控制，且控制为非暂时性，故本次交易适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
则，由此对2019年度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进行重述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是公司“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提升企业治理水平的关键之年。公司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波舟山港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
及省委十四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攻坚克难创“优异” ，只争朝夕当“硬核” ，不负嘱托建
“强港”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全面实施“降本增
效” 专项行动，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
绩，为2020年宁波舟山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
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