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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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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１１人，参加会议董事１１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
议案》
由于工作调整原因，李德刚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董事会选举现任董事刘振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１１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由于工作调整原因， 王胜平先生申请辞去董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石凯先生申请辞去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控股股东包钢集团
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邹彦春、邢立广、王臣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１１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
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公司将相关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建
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５亿元，期限为３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１１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六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为了改革市场销售模式，调动销售系统及人员的积极性，拟在华北、华
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设立６家以产品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公
司对每家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４５００万元。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１１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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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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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５人，参加会议监事５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
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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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为了改革市场销售模式，调动销售系统及人员的积极性，拟在华北、华
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设立６家以产品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公
司对每家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４５００万元。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５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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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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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
李德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德刚先生由于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李德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
会之日生效，公司董事会接受李德刚先生的辞职申请。 辞去上述职务后，李德刚
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李德刚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在任职董事长期间，李德刚先生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李德刚先生在任职期间的
辛勤付出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
公司章程》，公司全体
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
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刘振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职务，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根据《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完成
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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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更换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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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公司近日收到董事王胜平先生和石凯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调整
原因，王胜平先生向公司董事会辞去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石
凯先生向公司董事会辞去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两位先生辞
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王胜平先生和石凯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最低法定人数， 不会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影响董事会的依法规范运作。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生效。
王胜平先生和石凯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两位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作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经控股股东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包钢集团”）推荐，公
司董事会提名邹彦春、邢立广、王臣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对提名人选资质进行审核，未发现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合法。 董事候
选人简历附后。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邹彦春，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３月出生。 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包钢轨梁厂
电气车间副主任、主任；包钢轨梁厂电气一车间主任、电气自动化部部长；包钢轨
梁厂副厂长、厂长；包钢采购中心总经理。 现任包钢股份副总经理、金属制造公司
董事长。
邢立广，男，１９６８年２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包钢进出口公
司出口部业务主管、贸易管理部业务主管；包钢进出口公司业务主管；包钢薄板
厂生产部部长；包钢薄板厂副厂长；包钢资产管理部部长；包钢计划财务部部长；
包钢股份监事。 现任包钢集团计划财务部部长。
王臣，男，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包钢党委组织
部（
人事部）综合管理处主办、主管、副处长、处长；包钢党委组织部（
人事部）副部
长；北方稀土副总经理。 现任包钢集团战略发展部（
安全环保部、质监站）部长（
站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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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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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钢嘉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包钢华北钢铁销售有限
公司、包钢华南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包钢西北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包钢西南钢铁
销售有限公司、包钢华中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均为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
公司”）对每家子公
●投资金额：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司投资金额４５００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但在经营
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和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风险，预期收
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为了改革市场销售模式，调动销售系统及人员的积极性，拟在华北、华
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设立６家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每家子公司以自有货
币资金认缴出资４５００万元。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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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６４１，９８１．１２
２５２，８７９．８３
２０１９年度
３５５，９０４．０１
－３１，０７７．９２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６９１，７４１．０７
２５３，６６８．９４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份
２７４，４２８．９８
８０３．２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亿晶光电
被担保方：常州亿晶
债权人：江南银行
担保金额：７００，５７６，６００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类型：贷款及其他形式的融资业务
担保期限：自最高额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２０２１年度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
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
控其资信状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预计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基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业务需要，有利
于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效率，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关于开展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事项审议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
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３２．２１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６．９０％。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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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执行案件及仲裁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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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与被执行人杨振华、罗隽公
证债权文书执行案（
公司与被执行人杨振华、罗隽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具体内
容请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披露的 《
关于涉及申请执行案件及仲裁的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０）、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披露的《
关于申请执行案件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３）、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披露的 《
关于申请执行案件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３））以及公司与被申请人杨振华仲裁案（
公司与被申请人杨
振华仲裁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披露的《
关于涉及申请执行案
件及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０）、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披露的 《
关于仲裁进
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４））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被执行人杨振华、罗隽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
公证书》（
（
１、因杨振华、罗隽未履行生效的《
２０１８）京精诚内经证字第０２５０５
号）及《
执行证书》（
（
２０１９）京精诚执字第０００５８号）确定的义务，公司向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立
案执行。
２、法院执行本案过程中，公司因与被执行人杨振华、罗隽协商和解事宜，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向法院申请终结本案执行。 公司随后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
（
２０２０）京０１执恢２９２号），裁定终结（
２０１８）京精诚内经
证字第０２５０５号《
公证书》及（
执行证书》的执行。 根
２０１９）京精诚执字第０００５８号《
据《
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后，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或被执行人不履

行、不完全履行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
内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３、近期，为推动债权收回，公司就本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提交了恢
复执行申请。
二、公司与被申请人杨振华仲裁案
裁决书》（
（
１、因杨振华未履行已生效的《
２０２０）京仲裁字第２０５０号）确定的
义务，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立案执行。
２、法院执行本案过程中，公司因与被执行人杨振华协商和解事宜，于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０日向法院申请终结本案执行。 公司随后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出
具的《
执行裁定书》（
（
２０２０）京０１执１２１６号之一），裁定终结（
２０２０）京仲裁字第
裁决书》的执行。 根据《
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后，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
２０５０号《
和解协议，或被执行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申请执行
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３、近期，为推动债权收回，公司就本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提交了恢
复执行申请。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上述事项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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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计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２０，０００万元到
２６，０００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３８，５９０．７４万元到４４，５９０．７４万元，同比
减少约５９．７５％到６９．０４％。
蒙特利尔议定书》
● 公司本期业绩预减主要原因： 受行业周期性下行、《
基加利修正案、新冠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ＨＦＣｓ制冷剂市场供过
于求、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同比大幅回落。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为１３，１００．００万元到１９，１００．００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约３９，
６３５．８３万元到４５，６３５．８３万元，同比减少约６７．４８％到７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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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２０，０００万元到２６，０００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３８，５９０．７４万元到４４，
５９０．７４万元，同比减少约５９．７５％到６９．０４％。
２、 预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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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为１３，１００．００万元到１９，１００．００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３９，６３５．８３万元
到４５，６３５．８３万元，同比减少约６７．４８％到７７．７０％。
（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１９９０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９，７４４．９０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１０，２２６．３８万元。
（
二）每股收益：－０．３０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地理信息板块克服疫情影响，在自然资源、水利、石油、
国防军工等行业深耕，在重点区域积极布局和开拓市场、提升技术实力，加大研
发和信息化平台项目建设和推广，营业收入增长较快，预计２０２０年地理信息板
块业务实现净利润６，７００万元左右，较上一年度增幅较大。
（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因城市规划发展需要，政府征收了部分的土地、房产
等，加之公司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出售了自有玻璃丝绵“
威伦维
客”品牌，共计实现非经常性损益１２，０００万元左右，实现了减亏增盈，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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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３
４
５
６

不设董事会，
设总经理（
兼
执行董事、书
记）、副总经
理、财务经理
各一名，均由
新设子公司聘
任产生。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销售，从而提升公司产品市
场占有率。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公司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但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
营管理、内部控制和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风险，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１０
债券代码：１５５６３８
债券代码：１５５７１２
债券代码：１６３７０５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债券简称：１９包钢联
债券简称：１９钢联０３
债券简称：２０钢联０３

编号：（
临）２０２１－００6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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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邢
立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调整原因，邢立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
务。
邢立广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最低法定人数， 不会影响监事会
的依法规范运作。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
之日生效。
邢立广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监事会对邢立广先生在任
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６４，５９０．７４万元，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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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７３５．８３万元。
（
二）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实施完成２０１９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按转增
前股本总额４３６，０５６，４５５股计算的２０１９年度每股收益为１．５３元，按转增后最新股
本总额６１０，４７９，０３７股摊薄计算的２０１９年度每股收益为１．１０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ＨＦＣｓ制冷剂受行业周期性波动和《
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
修正案影响，近年来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和释放，导致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产
品价格大幅回落，盈利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公司本期业绩同比下降；此外，新冠疫
情对行业供应链、生产销售、国内外市场需求等均造成不利影响，进而也对公司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但同时，公司配额产品ＨＣＦＣｓ制冷剂价格相对稳定，发泡剂
ＨＣＦＣ－１４１ｂ价格同比大幅上涨，对公司业绩产生部分正面影响。
（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６，９００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约１，０４５．０９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闲置资金理财收益及政府补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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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０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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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
凤凰置业”）持有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无限售
（
以下简称“
条件流通股１７４，２７２，７００股，持股比例为５．２８％。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完成非公
开发行Ａ股股票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股本总额增加， 凤凰置业持股比例由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
５．２８％被动稀释至４．７３％，不再属于公司５％以上股东（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２０２０－０６４号公告）。
持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１日披露了《
股５％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４７号），凤凰置
业拟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１％）。 凤凰置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
３２，９８８，２００股公司Ａ股股票（
２８日函告公司，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凤凰置业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区间届满，在
此期间凤凰置业未减持公司股票。
根据凤凰置业函告及相关规定， 现将凤凰置业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如
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江苏凤凰置
业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５％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１７４，２７２，７００

５．２８％

ＩＰＯ前取得：１３４，２３１，２３１股
其他方式取得：４０，０４１，４６９股

注：凤凰置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以持有的３２，９８８，１００股公司股份换购了华夏
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至
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３２，９８８，０１３股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前，凤凰置业持有１７４，２７２，７００股（
其中１３４，２３１，２３１股为公司首发
上市前已向其发行股份扣除上述换购基金份额所使用股份及其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已减持股份后的剩余股份，其余４０，０４１，４６９股股份为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资本公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积转增股份）公司股份。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完成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新增股
份登记手续，公司股本由３，２９８，８２３，４０４股增至３，６８６，３６１，０３４股，凤凰置业未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其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由５．２８％被动稀释至
４．７３％，不再是公司５％以上股东。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
一）凤凰置业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减持数 减持 减持期
称
量（
股） 比例
间

江苏凤
凰置业
有限公
司

０

０％

２０２０／８／
１～２０２１／
１／２８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减持价格 减持总
减持完成 当前持股 当前持
区间
金额
情况
数量（
股） 股比例
（
元）
（
元／股）

０－０

０

未完成：
３２，９８８，
２００股

１７４，２７２，
４．７３％
７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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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市场情况等因素，凤凰置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减持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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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市场情况等因素，凤凰置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减持计划。
（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５％以上股东提前终止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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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较上一年度增加１４，４００万元到１５，９００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一年度增加１２，７００万元到１４，２００万元。
２．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是由于主营业务利润增加及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增
加所致。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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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
年度增加５００万元到２，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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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预计２０２０年度实现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
加１４，４００万元到１５，９００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一年度
增加１２，７００万元到１４，２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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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
年度增加５００万元到２，０００万元。
（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２

董事会和管理
层人员安排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原持股５％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３１０５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２１

１

投资主
注册资
经营范围
体和出 拟设立子公司名称（
以工
本
（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资方式 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准）
（
万元）
及比例
稀土功能材料销售，从事
稀土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内 蒙 古 上海钢嘉稀土科技有限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包钢钢
公司
询、 技术服务； 钢材、建
联股份
材、有色金属合金、金属
有限公
制品批兼零。
司 对 每 天津包钢华北钢铁销售
家 子 公 有限公司
每家
司以自
有 货 币 包钢华南钢铁销售有限 ４５００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
公司
资金认
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
缴 出 资 包钢西北钢铁销售有限
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
４５００万，
公司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持
有
包钢西南钢铁销售有限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
１００％ 股
公司
术转让、技术推广。
权。
包钢华中钢铁销售有限
公司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６、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科目

序
号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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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７．０１亿元，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人民币１０．０２亿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亿晶光电”）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２０２１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常州亿晶”）以及全资孙公司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
“
简称“
直溪亿晶”）２０２１年度向银行新增（
不含到期续签）４０亿元（
含）人民币的授
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４０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与融资和履约类担保相关的协议、函件等
其他文件，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对常州亿晶下属全资子公司
相互调剂使用额度（
含新设立或收购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
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
００３、２０２１－００５、２０２１－００９）。
以下简称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 公司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江南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常州亿晶在江南银行办理融资业务（
包括
“
贷款及其他形式的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全部债权本金在不超过人民币７００，５７６，
６００元的范围内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被担保人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注册地点：常州市金坛区尧塘镇金武路１８号
３、法定代表人：李静武
４、注册资本：１５２１０３万元整
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石英制品、太能电池片
５、经营范围：单晶硅（
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单晶炉、电控设备的生产，蓝宝石晶体、晶锭、晶棒、晶片的
生产、加工。 销售自产产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风能、柴油发电互补
发电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承包、转包项目；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国内批发
业务及其配套服务；太阳能发电、销售自产产品；国内采购光伏材料的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
理申请）；水产品养殖、销售；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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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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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持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了《
股５％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２）。 截至减持计
划披露日，作为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持股５％以上
的机构股东，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鼎晖投
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４４，２７６，０００股，占公司股本的８．８５５２％。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收到鼎晖投资发来的 《
关于提前终止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计划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止目前， 鼎晖投资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基于企业自身资产管理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经综合考虑，鼎晖投资决定提
前终止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在原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鼎晖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４４，２７６，０００股，
占公司股本的８．８５５２％。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鼎晖投资

股东身份
５％以上非第 一
大股东

持股数量（
股）
４４，２７６，０００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ＩＰＯ 前 取 得 ：４４，２７６，０００
８．８５５２％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截止目前，鼎晖投资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基于企业自身资产管理计
划和资金需求情况，经综合考虑，鼎晖投资决定提前终止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计划，在原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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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目前，鼎晖投资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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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企业自身资产管理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经综合考虑，鼎晖投资决定提
前终止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在原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