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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４８，８８７，４５７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９９．９１１９％； 反对
其中，因未投
４３，１０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８８１％；弃权０股（
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４８，８８７，４５７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９９．９１１９％；反对４３，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８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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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为关联议案。
关联股东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的关联关系：截至目前，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１，４１７，９０９，６３７股。
回避表决情况：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已按要求回避表决，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１／２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汪华、刘云祥
３．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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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１年第
１．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下午３：００。
３．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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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上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５：
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９：１５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１５：
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３１号）
４．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景山酒店一层会议室（
５．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科先生
７．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各位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６人，代表股份１，４６６，８４０，１９４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７８．７５５６％。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３人，代表股份１，４２０，４６９，６３７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７６．２６６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３人， 代表股份４６，３７０，５５７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４８９７％。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５人，代表股份４８，９３０，５５７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２．６２７１％。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２人，代表股份２，５６０，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０．１３７４％。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３人， 代表股份４６，３７０，５５７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４８９７％。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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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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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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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了召开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９人，实际表决董事９人。 会议召开
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
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章程》
根据《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廖彬斌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
程涌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４）。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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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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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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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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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度实现归属
１．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２２，０００万元到－２４，０００万元。
２．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１９，５００万元到－２１，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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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７万元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２２，０００万元到－２４，０００万元。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１９，５００万元到－
２１，５００万元。
（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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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分歧。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８９７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１，１０８万元。
（
二）每股收益：０．０１９２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
一）主营业务影响。 本次业绩预告期间，主要原因：一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导致商品煤产量同比下降１０．１％，精煤价格下降８．５％，同时防疫支出增加企业成
本；二是公司所属白源煤矿去产能及尚庄煤矿工作面接替等原因导致商品煤产
量同比下降１０．５％。
（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本次业绩预告期间，公司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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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开展ＰＶＣ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第四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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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十一届第四次董事局会
议通知，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
日， 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７３３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２１栋２２层公司中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８名，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８名，其中独立董事叶玉盛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表决。 公司监事局主席现
场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东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２０２１年经营目
标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基于当前市场宏观环境，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制定了２０２１年生产经
营目标及高管薪酬，２０２１年公司高管人员仍实行年薪制， 其薪酬标准将与公司
２０２１年生产经营目标挂钩，为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确保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
目标的顺利实现，公司董事局研究同意，若完成上述生产经营目标，将给予一定
绩效奖励。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开展ＰＶＣ
二、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来规避和减少ＰＶＣ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
的经营风险，确保公司稳健发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在２０２１年度继续开展ＰＶＣ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ＰＶＣ商品期
货品种；套期保值净头寸不超过公司全年产量，保值实施滚动操作，全年任意时
点保值量不超过保值比例上限；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拟投入的保证金不超过人民
保证金不包括期货交易盈利资金），业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合约
币５，０００万元（
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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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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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拟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开
１．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保证金
２．本次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拟投入的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
不包括期货交易盈利资金）。
３．公司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规避和减少ＰＶＣ市场价格波动给
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确保公司稳健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流动性风
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公司将积极落实各项风险控制措施，防范风险。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公司第十一届第四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２１年度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为充分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来
规避和减少ＰＶＣ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确保公司稳健发展，结合
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在２０２１年度继续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
一）目的及必要性
ＰＶＣ树脂是公司主导产品，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给企业带来了经营风险，也
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 为充分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来规避和减少
ＰＶＣ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 锁定预期利润或减少现货价格大幅
下跌可能造成的损失，确保公司稳健发展，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
拟在２０２１年度继续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 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 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
金。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满足《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套期保值业务条件，会计核算
将按套期保值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
二）投入资金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拟投入的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
保证金不包括
期货交易盈利资金），业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三）交易方式：本次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在大连商品交易所进行场内交易，
风险等级较低。 本次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主要条款如下：
１．交易品种：仅限于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ＰＶＣ商品期货品种。
涌先生（
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程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任职董事会秘
书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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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
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涌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程涌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０７１６－８８００３２３
传真：０７１６－８８０００５５
电子邮箱：ｃｙ＠ｗ－ｏｌｆ．ｃｏｍ
通讯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深圳大道５５号
邮政编码：４３４０００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附件：
程涌先生简历
程涌，男，出生于１９８６年８月，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 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２０１３年５至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 在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部经理；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６
月，在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湖
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２０２１年１月加入本
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１年４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截止本公告日，程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深圳证券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第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２０年修订） 第３．２．４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约－２，５００万元，其中：公司所属白源煤矿去产能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非经常
性损益－７，０６４万元，煤矿安全改造补助资金确认非经常性损益４，５６８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报告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３９７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４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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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一一煤炭》要求，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４季度经营数据公告如
下：
指标名称

计量单
位

２０２０年度
４季度

变化比率（
％）

２０１９年度

全年累计

４季度

全年累计

４季度

全年累计

一、原煤产量

万吨

４７

１７３

５８

２１２

－１８．９７

－１８．４０

二、商品煤销量

万吨

３８

１５１

５２

１９０

－２６．９２

－２０．５３

三、商品煤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８，５５４

１０６，９５６

３８，６７２

１３７，２３１

－２６．１６

－２２．０６

四、商品煤销售成本

万元

１７，３８４

８７，２５７

２４，５０５

１０２，４２８

－２９．０６

－１４．８１

五、商品煤毛利

万元

１１，１７０

１９，６９９

１４，１６８

３４，８０３

－２１．１６

－４３．４０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公
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景山酒店一层会议室。 会议应到
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现场出席７名，独立董事冯科先生、李书锋先生进
行了通讯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王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鲁能增资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鲁能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重庆鲁能”）增资６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鲁能注册资本将由１０亿元变为
称“
关
１６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于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鲁能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５）。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
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5

法人独资）
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渝鲁大道７７７号
５．法定代表人：郭广森
６．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７．成立日期：１９９９年０１月２６日
壹级），物业管理（
以上经营范围按资质
８．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
证书核定项目承接业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房屋及场地租赁，
仓储（
不含危险品），销售房屋、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
服装、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不含文物）、照
相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家具、花卉，家用电器修理，首饰清洗，摄影，
代订机票、火车票、船票，柜台及设施出租，会议服务，酒店管理，住宿，餐饮服务，
停车场服务，打字、复印，健身服务，承办经批准的体育比赛活动及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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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重庆鲁能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１０．经查询，重庆鲁能非失信被执行人
１１．重庆鲁能财务状况
重庆鲁能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末（

未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９月末（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鲁能增资的公告

总资产

１，５２５，１１４．２０

１，２９６，６２０．７６

总负债

１，２５４，１８２．４７

１，０４３，１８１．８４

净资产

２７０，９３１．７４

２５３，４３８．９２

项目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度（

未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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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上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鲁能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重庆鲁能”）增资６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资事项概述
１．重庆鲁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１０亿元。为保障其项目开发建设，
进一步提升市场影响力，根据战略发展需要，拟由公司以自有资金为重庆鲁能增
资６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鲁能注册资本将由１０亿元增至１６亿元。
２．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以赞成票９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重庆
鲁能增资的议案》。 本次增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３．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集团）有限公司
１．公司名称：重庆鲁能开发（
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２８０６３０１Ｃ

营业收入

２７７，０１３．３７

４５５，１０６．４７

净利润

２０，３１４．２８

８４，５０５．７３

三、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鲁能增资，是为保障其项目开发建设，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可能产生的风险及对策： 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及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可能给
本次投资收益带来不确定性。 为此，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督导重庆鲁能深入
研究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市场节奏，在保障财务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项目开发进度，优化财务结构；同时进一步加强产品营销和成本控制，
不断提高经营业绩，实现对股东的回报。
公司将根据本次增资履行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２．交易数量：ＰＶＣ套期保值净头寸不超过公司全年产量。 保值实施滚动操作，
全年任意时点保值量不超过保值比例上限。
保证金不包括期货交
３．金额：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
易盈利资金）。
４．合约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５．履约担保：以期货交易保证金方式担保。
含）。
６．交易杠杆倍数：１０倍以内（
７．流动性安排和清算交易原则：根据建立头寸所对应的每日结算价进行资金
方面的准备，并按照期货交易所相应的结算价格或开平仓价格进行清算。
８．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出现违约或者交易损失，按现金汇付结算。
（
四）套期保值业务授权期限：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
月内。
（
五）资金来源：公司从事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生产经
营的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二、本次套期保值业务的审议程序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第十一届第四次董
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
一）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从事套期保值为原则，不以套利、投机为目的，主
要是用来规避现货交易中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
存在以下风险：
１．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
失。
２．流动性风险：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性风险。
３．内部控制风险：套期保值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并不是简单的买或
卖，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风险。
４．资金风险：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企业资金流动性风险，甚至因为来不
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５．操作风险：由于错误或不完善的操作造成错单给公司带来损失。
６．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
二）风控措施
１．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期
货持仓量不超过对应合约期内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时的最大现货产量， 持仓时间
应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
２．合理选择期货保值月份；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
市场流动性风险。

３．合理计划和安排使用保证金，保证套期保值过程正常进行；公司套期保值
业务具体操作人每日密切关注套期保值头寸持仓风险， 按照期货交易所及期货
公司、大宗交易的要求及时做好保证金的追加工作。 当可能出现由于保证金不足
将被强行平仓的情况时，公司启动快速决策机制，直接调拨资金追加保证金。
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合理设置套期保值业务
４．严格按照公司《
组织机构，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并及时识别相
关的内部控制缺陷并采取补救措施。
５．建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正常运行，
当发生错单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处理。
四、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ＰＶＣ树脂是公司主导产品，公司通过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充分利用
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 规避和减少ＰＶＣ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
险，确保公司稳健发展。
（
二）拟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将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
第２４号－套期会计》等规定，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套期保值
业务所选择的交易所和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流动性较强，成交价
格和结算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五、套期保值业务后续信息披露
（
一）当套期保值业务导致合计亏损或者浮动亏损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年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１０％且绝对金额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
公司将以临时公告及时披露。
（
二）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
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锁定公司的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
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公司建有《
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就公
司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行为明确了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
及风险控制措施，同意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继续开展ＰＶＣ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七、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十一届第四次董事局会议决议。
（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面文件。
（
三）公司套期保值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股票简称：深物业Ａ

深物业Ｂ

编号：２０２１－０２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控股
１．深圳市物业发展（
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投控”）决定将其持有的公司３８，
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３８２％）无偿划转以充实社保
０３７，８９０股无限售流通Ａ股股份（
基金（
以下简称“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２．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发生
变化。
３．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尚需划转双方签订相关协议。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投控下发的《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
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事宜的通知》（
深投控〔
２０２１〕
３８号），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
通知》（
国发〔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 税务总局 证
２０１７〕４９号）、《
监会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
财资〔
２０１９〕
４９号），积极稳妥做好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深投控决定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３８，０３７，８９０股无限售流通Ａ股普通股， 无偿划转至深圳市国有股权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标的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深投控所持
有本公司６３．８２４％股权的１０％，即公司总股本的６．３８２％。
深圳市国有股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深投控为履行对划转的国有股权实
施专户管理而新设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深圳市
国有股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本公司３８，０３７，８９０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６．３８２％，同时与深投控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
一）划出方
公司名称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６７５６６４２１８

法定代表人

王勇健

认缴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９００ 万元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１８楼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２０５４年１０月１３日

主要股东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等金融和类金融股权的投资与并购；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开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与服务；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
置等手段，对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
理；市国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根据国家规定需
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
二）划入方
公司名称

深圳市国有股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ＭＡ５ＧＬＢＬ７６Ｆ

法定代表人

迟东妍

认缴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２０２８号罗湖商务中心
３５１０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９１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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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
１、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下同）－６，０００万元到－５，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
０００万元。
２、 预计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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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０万元到－５，１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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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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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６，０００万元到－５，０００万元。
２．预计公司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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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０万元到－５，１００万元。
（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５，７０５．４２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５，８７２．２５万元
（
二）每股收益：－０．７７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受国内宏观经济及公司下游光通信行业增幅减缓、 电线电缆行业去产能、
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产品产量、销量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均有
所下降，致使本期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预测数据，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７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７日至永续经营

主要股东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持有并管理国有企业股权；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三、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前后的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关
系情况
（
一）划转前股权结构图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前，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系图如下：

（
二）划转后股权结构图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深圳市国有股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
６．３８２％的股权；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图如下：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深投控，实际控制人仍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五、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的实施以各方最终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
二）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无偿划转事宜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公司认为不存在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有存在偏
差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年度审计仍在进行过程中，不排除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财务处
理存在不同意见，导致公司最终审计数据与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存在差异的可能
性。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９１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7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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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
到董事姜宇先生的辞职报告，姜宇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辞任后，姜宇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姜宇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低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亦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
报告至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完成补选董事的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姜宇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辛勤付出及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