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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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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民先生召集并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９名，实际出席董事９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一）审议并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备查文件
１．嘉美包装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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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上午
１０：００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监事３人，实际参会监事３人，由监事会主席关毅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
雄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规定。 全体监事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９，０００万元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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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临
时）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实际出席董事９
名， 其中魏卫、邢天昊、于波、宋欣、李小磊、仇夏萍、钟刚强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卫先生召集和主持。 经与会董事记名投票表决，做出如
下决议：
关于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为了更好的推进公司业务发展， 进一步完善公司市场布局满足未来发展需
求，利用北京的地理区位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推动公司在高端
人才引进、市场拓展及资本运营等方面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 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朗科科技有限公
司（
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文件为准）。 委派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雅娜女
士担任其执行董事暨法定代表人，公司职工监事王芬女士担任其监事，任期与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相同均为三年。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６票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
邓国顺、王荣反对。 反对理由：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十条、第十六条第（
一）款等条
（
１）本议案未提供公司《
款规定的对外投资效益评估、事前效益审计、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不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合公司《
（
北京子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第（
十）款规定由执行董事行使编制年终财
２）《
务报告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职权，北京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该由本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子公司进行审计， 上述规定也不符合公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第十八条的规定；
司《
（
北京子公司章程》中缺少公司《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第二十七条规定
３）《
的相关内容（
子公司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
资产、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签订
委托或许可协议等）；
（
４）于雅娜没有经营管理一家公司的经验和经历，本人对其是否能够胜任北
京子公司的工作存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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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备查文件
１．嘉美包装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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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９，０００．００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现将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第２２２９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嘉美包装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９５，２６３，１００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６７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３４９，６１５，５７７．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４１，４０５，９０８．５５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３０８，
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２０９，６６８．４５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审验，并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出具了天衡验字（
验资报告》，对以上
２０１９）００１２８号《
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储情况
（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
（
以下简称“
《
用后将全部用于：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简阳嘉美）、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
临颍嘉美）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具体如下：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万元）
１９，５９３．０４
１，９９０．０３
９，２３７．９０
３０，８２０．９７

已投入金额（
万元）
９，６３１．２６
－
９，２３７．９０
１８，８６９．１６

（
５） 于雅娜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常驻在本公司总部深圳工
作， 北京与深圳距离遥远， 无法确定其是否有时间和精力负责北京子公司的工
作；
（
北京子公司章程》第九条第（
一）款、第十二条第（
二）款的规定，由
６）根据《
本公司选择和更换公司管理者，并决定有关公司管理者的报酬事项，但本议案没
有提供北京子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人选及资料，不符
合上述规定，也违反了《
公司法》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十条、第
钟刚强反对。 反对理由：本议案未提供公司《
十六条第（
一）款等条款规定的对外投资效益评估、事前效益审计、投资可行性研
究报告等资料，不符合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关于在深圳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为提升公司在移动存储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寻求在移动存储领域的发展机
会和利润增长点，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在深圳设立全资子公
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文件为准）。 委派公司总经理杜
司－深圳朗科科技有限公司（
铁军先生担任其执行董事暨法定代表人，公司职工监事王芬女士担任其监事，任
期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相同均为三年。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３票弃权。
邓国顺、王荣弃权。 弃权理由：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十条、第十六条第（
一）款等条
１）本议案未提供公司《
款规定的对外投资效益评估、事前效益审计、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不符
合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深圳子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第（
十）款规定由执行董事行使编制年终财
２）《
务报告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职权，深圳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该由本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子公司进行审计， 上述规定也不符合公
司《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第十八条的规定；
（
深圳子公司章程》中缺少公司《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第二十七条规定
３）《
的相关内容（
子公司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
资产、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签订
委托或许可协议等）；
（
深圳子公司章程》第九条第（
一）款、第十二条第（
二）款的规定，由
４）根据《
本公司选择和更换公司管理者，并决定有关公司管理者的报酬事项，但本议案没
有提供深圳子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人选及资料，不符
合上述规定，也违反了《
公司法》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
钟刚强弃权。 弃权理由：本议案未提供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十条、第
十六条第（
一）款等条款规定的对外投资效益评估、事前效益审计、投资可行性研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究报告等资料，不符合公司《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国发（
３、审议通过《
１４号）’文件精神提高治理水平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自查报告》
按照《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国发〔
深圳证监
２０２０〕１４号）、《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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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价同比有所下滑，同时人民币升值导致公司汇兑损失同比增加；公司医疗板块

１、业绩预告期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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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本报告期
盈利：１１０００万元一１５０００万元
同比 －８１．７０％ 一 －７５．０５％
盈利：７０００万元一１００００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同比 －８８．１３％ 一 －８３．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元／股一０．１６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６０１１６万元
盈利：５８９７２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相关减值损失、财务数据等尚
未最终确认，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１、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２０年度报告为准。

０．６３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与会计师事务所
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要分歧。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为受国际油价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４６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３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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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盈利：６，０００万元–８，０００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１８％–１９１％

盈利：２，７５１万元

盈利：１，８００–２，７００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５４％–１８２％

亏损：－３，３０４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０．０５２５元／股

０．１１４４元／股–０．１５２６元／股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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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发
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簿记日期
起息日期
计划发行总额

（
一）业绩预告期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项 目

证券代码：００２７３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９０天
２１国信证券ＣＰ００２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０７２１０００１９
票面利率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
２．８９％
兑付日期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
实际发行金额
３５亿元人民币
３５亿元人民币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ｃｎ）、 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
刊登。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６６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核心业务取得较好发展，轴承业务以及磨料磨具业务均有
明显增长，带动整体业绩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中信银行滁州
１
分行

募投项目

嘉美食品包装（
滁
州）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１２３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５６１６０６

１１，５９９．７０

总账户

证券简称：城建发展

二片罐生产
－ 线建设项目
（
临颍嘉美）
三片罐生产
３１４．９９ 线建设项目
（
简阳嘉美）
三片罐生产
线建设项目
５９．３４
（
简阳嘉美）

８１１２３０１０１２１００５６０９９７

星展银行（
中
简阳嘉美印铁制罐
３ 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星展银行（
中
四川华冠食品有限
４ 国）有限公司
公司
天津分行
合计

３００１６０１４８８８

３００１６０１６２８８

１１，９７４．０３

－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１１，９７４．０３万元（
包含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并扣减手续费）。
三、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９，０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１２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 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９，０００．００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９，０００．００万元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归还完毕。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计划分步投入募集资金， 由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为提
上市公
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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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将使用总额不超过９，０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
个月，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及进展，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在此次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及时将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进度。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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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规
范运作重点聚焦的治理水平、财务造假、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内幕交易防控、
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并购重组、上市公司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履行各项承
诺、选聘审计机构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十个重点问题进行逐项梳理，深入自查，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国发（
出具了《
１４号）’文件精神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自查报告》报送深圳证监局。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重大
违规事项，公司将继续稳健经营、规范运作、科学决策，持续提升上市公司治理
质量。
表决结果： 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三、其他说明
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对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设立子公司议案合规合法性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３０００４２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5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更好的推进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
业务发展，进一步完善公司市场布局和未来发展需求，利用北京地理区位、资本、
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公司在高端人才引进、市场拓展及资本运营等方面
的发展；提升公司在移动存储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寻求在该领域的发展机会和利
润增长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共计６，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分别在北京、深圳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均持有上述两家全资子公司１００％股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
在深圳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本公司《
章程》及《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宜属于
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
一）北京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北京朗科科技有限公司
２、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３、出资方式：公司作为唯一投资主体使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持有其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２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４名监事，实到４名监
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舒畅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关于汤舒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因退休原因，汤舒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公司及监事会衷心感谢汤舒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
２、关于选举杨玉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杨玉喜基本情况如下：
杨玉喜，男，５６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大学文化程度，正高级会计
师，曾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 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前１２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
按照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限９，０００．００万元以及银行
现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４．３５％计算，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可使公司节约利息支出约３９１．５０万元。 （
仅为测算数据，不构成公司承诺）。
五、 相关审核、审批程序
公司已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
过９，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１２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
六、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９，０００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１２个月，是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目的是为了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且，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及进展，也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 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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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未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使用时间未超过１２个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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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
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
议。
七、 备查文件
１． 嘉美包装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嘉美包装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４．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美食品包装（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１００％的股权。
４、注册地址：北京朝阳区
５、法定代表人：于雅娜
６、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存储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多媒体产品、网络、
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产品（
不含限制项目）的技术开发；从事数据研发、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产品设计；销售机械设备、专用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审批的项目除外）
（
二）深圳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深圳朗科科技有限公司
２、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３、出资方式：公司作为唯一投资主体使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持有其
１００％的股权。
４、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高新南六道１０号朗科大厦１７层
５、法定代表人：杜铁军
６、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经营范围：从事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与销售；从事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信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上述两家全资子公司的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登记信息最终以所
在地相关主管部门登记为准。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对外投资符合企业战略发展规划， 有利于公司吸纳更多的地方人
才资源，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研发水平和市场拓展效率，有利于公司寻求在移
动存储领域的发展机会和利润增长点，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
公司本次拟设立子公司尚需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本次成
立子公司事项可能存在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各方面不确定性因素。 公司将
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
应对前述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
该对外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此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新设子公司成立后，短期内尚不能产生
经济效益，对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重大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临时）会议决议；
１、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深圳）事务所关于设立子公司议案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２、国浩律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８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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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 月 ０１ 日一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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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项目

专户账号

异常波动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能源管材毛利率有所下降，产品整体销售均
受新冠疫情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公司对相关医疗资产
计提了部分商誉减值损失，最终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相关资质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账户名称

专户银行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０６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８２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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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中信银行滁州 临颍嘉美印铁制罐
２ 分行
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1０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募投项目名称
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简阳嘉美）
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临颍嘉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
合计

（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 公司共设有４个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亏损：３２，０００万元–４０，０００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１０３４．５４％ －１２６８．１７％
亏损：３９，６００万元–４７，６００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２０５５．３８％ －２４５０．４１％
营业收入
４６，０００万元–４９，０００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４６，０００万元–４９，０００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１．８１元／股–２．２７元／股

４、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后，预计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亏损３２，０００万元－４０，０００万元。 剔除商誉减值及业绩补偿款因素影响，
２０２０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亏损２，０００万元－３，０００万
元，同比２０１９年上市公司净利润３，４２４．１５万元下降１５８．４１％－１８７．６１％。
（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

上年同期
盈利：３，４２４．１５万元

１、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给北京子公司理工华创造成了较大冲击，订单按时交
付率大幅下降。 年初疫情爆发后，理工华创员工线下到岗率被控制在３０％，原材

盈利：２，０２５．１８万元

料供货周期延长５０％以上，３月前供应链几乎中断， 理工华创依靠库存维持部分
生产；５月份员工全部到岗，开工率恢复到８０％；但６月份北京新发地突发疫情，工

７０，６２２．１４万元
７０，６２２．１４万元
盈利：０．２０元／股

况影响了理工华创产品交付进度、新客户开发进度和新订单的获取，对理工华创

注：扣除后营业收入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厂开工率又降到５０％以下，直到７月底才恢复到８０％，９月份恢复到正常。 上述情
全年经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２、报告期内，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不及发展预
期，行业进入调整期，行业实际产销量未达预期，出现负增长。 根据《
节能与新能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０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预期为２００万
辆，但实际２０２０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１３６万辆，完成率为６８％；在受影响更为严

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

重的新能源客车细分领域，２０２０年新能源客车市场规划为１２万辆，但实际全年销

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量为６．１万辆，完成率仅为５０％。 同比方面，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新能源客车实际产量分
别为１１．７万辆、７．６万辆和６．１万辆，年均增长为－２７％。 理工华创典型公交车产品

（
一）本期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的重要终端用户北京公交，报告期内新车置换计划完成不及预期，造成相应的订

１、报告期内，受行业政策、疫情及市场环境影响，新能源汽车商用车市场需
求下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理工华

单同比下降约９０％，对理工华创经营业绩产生了重要负面影响。 对于本轮阶段性

创”）销售收入及营业利润少于预期，公司前期收购理工华创１００％股权形成的商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

誉出现减值迹象。 经公司初步测算，拟对收购理工华创１００％股权形成商誉计提

的行业调整，随着补贴完全退坡和市场化的发展，行业预期将会迎来新的转机。

减值准备约３２，０００万元－３９，０００万元。 本次计提后，上述商誉余额约为２９，５００万

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元－３６，５００万元。

资风险。

２、电极箔业务在４月份开始恢复正常生产与销售，但因销售单价受需求量
减少而有所下降及部份原材料单价上升， 使电极箔业务预计亏损９００万元－１，
２００万元。
３、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公开发行可转债，２０２０年根据实际利率计提利息支出２，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２７１．３８万元。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３７

特此公告。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２２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为了强化开拓印尼区
域市场，更好服务于海外客户，同意全资子公司ＣＰＴ（
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在印
尼投资设立孙公司兴瑞科技（
印尼）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印尼兴瑞”）。
近日， 印尼兴瑞完成了当地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并取得其签发的 《
营业执
照》，具体注册信息如下：
名称：兴瑞科技（
印尼）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ＰＴ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ＴＡＭ”）
注册证书号码：ＡＨＵ－０００１８１３．ＡＨ

注册资本：４９，２０６，５００，０００印尼盾（
折合３５０万美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持有９９．９％股权
ＣＰＴ（
注册地址：印尼巴淡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
包括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电子产品配件、塑料制
品、五金配件、模具及其配件研发、设计、制造、加工。
备查文件：１、《
印尼兴瑞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１月 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