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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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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公开发行24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44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并加上发行费用可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额，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90,151,886.79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月4

日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0003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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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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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豪威

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

OmniVision� Technologies,� Inc.、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1年1月28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支行

121908236710307 2,393,080,000.00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632634897 0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280966 0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5006188888809 0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5119618888860 0

OmniVision Technologies,Inc.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FTN1555788816865 0

注：2021年1月4日， 公司实际收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承销

及保荐费用人民币46,92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人民币2,393,080,000.00元。

三、本次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发行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经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甲方公

开发行可转换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甲方已在乙方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用于甲方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账户名称：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21908236710307

银行地址：上海市科苑路88号2幢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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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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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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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菲、李广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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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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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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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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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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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如甲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或开立帐户，

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 户且丙方持续督

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十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发行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二、经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甲方公

开发行可转换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甲方已在乙方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用于甲方募集资金

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632634897

银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00号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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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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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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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菲、李广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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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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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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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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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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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如甲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或开立帐户，

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 户且丙方持续督

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十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发行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发行人子公司）：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

为规范甲方、乙方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上市公

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三、经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甲方公

开发行可转换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乙方已在丙方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用于乙方募集资金

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账户名称：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号：216130100100280966

银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塔城路261号1-2层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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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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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承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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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方、乙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丁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

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菲、李广辉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

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丁方。

六、 乙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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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如果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乙方有权或者丁方有权要求甲方、乙方单方面解除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如甲方、乙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或开立

帐户，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方同意

自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九、丁方发现甲方、乙方、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 户且丁方持

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十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发行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发行人子公司）：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发行人子公司）：OmniVision� Technologies,Inc.（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丁方” ）

戊方（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戊方” ）

为规范甲方、乙方、丙方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上

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甲、乙、丙、丁、戊五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四、经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甲方公

开发行可转换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甲方、乙方、丙方已在丁方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用于甲

方、乙方、丙方募集资金项目“CMOS图像传感器研发升级项目”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1、甲方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5006188888809

银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2、乙方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5119618888860

银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3、丙方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OmniVision� Technologies,Inc.

银行账号：FTN1555788816865

银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二、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均应当共同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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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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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戊方承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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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方、乙方、丙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戊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应当配

合戊方的调查与查询。戊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乙方、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四、甲方、乙方、丙方授权戊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菲、李广辉可以随时到丁方查询、复印

甲方、乙方、丙方专户的资料；丁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丁方查询甲方、乙方、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戊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丁方查询甲方、乙方、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丁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甲方、乙方、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

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戊方。

六、甲方、乙方、丙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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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戊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戊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戊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丁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如果丁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戊方出具对账单或向戊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戊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乙方、丙方有权或者戊方有权要求甲方、乙方、丙方单

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如甲方、乙方、丙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

或开立帐户，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

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九、戊方发现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丁、戊五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戊方持

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十份，甲、乙、丙、丁、戊五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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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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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0年第四季度，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3,325,

809.38兆瓦时，同比增加22.49%；完成上网电量3,127,761.05兆瓦时，同比增加20.11%。截至2020

年12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10,050,763.09兆瓦时，同比增加11.72%；累计完成上网电量9,397,

890.41兆瓦时，同比增加10.52%。2020年1-12月，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不含税）为0.47元/千瓦

时，同比增加1.71%；公司市场化交易电量1,231,577.90兆瓦时，交易电量占比13.10%，同比下降

1.82个百分点。

地区

发电量

2020

年

10-12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

）

2020

年

1-12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

）

风电业务

3,286,805.71 22.59% 9,880,969.30 11.86%

河北

2,629,056.73 18.79% 7,636,633.07 8.05%

山西

146,935.62 24.97% 417,025.13 29.26%

新疆

32,617.45 -4.44% 226,535.71 12.32%

云南

116,132.96 -7.55% 592,774.84 -4.91%

山东

14,168.98 -29.90% 66,883.80 -12.61%

内蒙古

182,253.37 101.21% 476,188.66 48.04%

广西

43,563.79 30.57% 156,622.10 35.74%

江苏

34,807.27 13.02% 152,688.93 114.99%

河南

24,690.93 57.63% 86,308.08 156.23%

黑龙江

62,578.62 - 69,309.00 -

太阳能业务

39,003.67 14.62% 169,793.79 4.45%

河北

13,722.81 37.18% 62,494.83 34.75%

新疆

6,716.97 -5.42% 28,587.21 -11.91%

辽宁

3,789.56 17.38% 15,367.67 -1.45%

黑龙江

14,774.32 7.89% 63,344.08 -7.04%

合计

3,325,809.38 22.49% 10,050,763.09 11.72%

地区

上网电量

2020

年

10-12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

）

2020

年

1-12

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

）

风电业务

3,089,946.35 20.17% 9,233,497.22 10.61%

河北

2,523,865.82 18.46% 7,198,175.45 7.01%

山西

143,981.20 33.46% 407,686.18 32.62%

新疆

31,169.60 -12.79% 217,932.00 10.53%

云南

112,703.71 -1.58% 576,034.62 -4.11%

山东

13,889.18 -26.19% 65,668.82 -11.19%

内蒙古

149,912.24 69.88% 387,386.21 24.79%

广西

42,125.60 38.76% 151,421.60 176.78%

江苏

34,075.67 13.32% 148,904.84 194.35%

河南

11,554.46 -23.72% 53,618.62 108.40%

黑龙江

26,668.87 - 26,668.87 -

太阳能业务

37,814.69 15.36% 164,393.19 5.49%

河北

13,488.48 37.81% 61,559.80 37.42%

新疆

6,389.60 -5.43% 27,218.80 -11.87%

辽宁

3,571.80 16.23% 14,527.80 -0.59%

黑龙江

14,364.81 9.14% 61,086.79 -6.80%

合计

3,127,761.05 20.11% 9,397,890.41 10.52%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0年第四季度，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售气量113,

041.48万立方米，同比增加3.52%。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完成售气量352,488.89万立方米，

同比增加8.90%。

售气量

2020

年

10-12

月（万立方

米）

同比变动

（

%

）

2020

年

1-12

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

）

燃气业务

批发

68,182.85 -1.95% 209,133.37 4.39%

零售

41,944.49 13.57% 135,093.38 19.02%

CNG 2,330.10 -12.47% 6,964.91 -28.41%

LNG 584.05 913.60% 1,297.23 1,170.73%

合计

113,041.48 3.52% 352,488.89 8.90%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本公司初步统计数据， 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

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参考。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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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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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170.16万元到50,141.88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12,393.40万元到19,365.12万元，同比增加40.27%到6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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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36.56万

元到45,508.2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12,733.64万元到19,705.36万元，同比增加49.35%

到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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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170.16万

元到50,141.8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12,393.40万元到19,365.12万元，同比增加40.27%

到62.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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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36.56万

元到45,508.2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12,733.64万元到19,705.36万元，同比增加49.35%

到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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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776.7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25,802.92万元。

（二）每股收益：0.059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0年度，公司持续聚焦主业，坚持推进大投行服务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为双核驱动的

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建设，多项业绩指标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证券经纪业务方面，公司经纪业务客户数、托管规模均有显著增长；证券自营业务方面，

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的自营投资策略，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公

司债券承销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股权融资成功完成多单项目，业务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公司积极回归资管业务本源，继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在受托资产

规模、产品服务类型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继续保持稳定态势；天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和天风国

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经营收益同比增幅较大。 在抵减资产减值损失等各项成

本支出后，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加40.27%到62.92%。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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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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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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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20年12

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0年度经营成果，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有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

产减值测试，2020年7-12月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38,142.9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详见下表：

资产名称

2020

年

7-12

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融出资金

5,729.3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554.65

应收款项

255.97

其他资产

22,065.84

长期股权投资

7,537.11

合 计

38,142.90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7-12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38,142.90万元，减少公司2020年7-12月利

润总额38,142.90万元，减少公司2020年7-12月净利润30,491.46万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融出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年7-12月公司计提融出资金减值准备

5,729.33万元， 主要是因融出资金担保物价值下跌等原因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合约计提的信用

减值准备。

（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年7-12月公司计提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2,554.65万元。其中：对合同还款日逾期或客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或未正常付

息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减值测试，经测算，按照账面价值和预计可收回金额之间的差

额计提减值准备2,542.94万元； 除此之外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按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减

值准备11.71万元。

（三）应收款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年7-12月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55.97万元。

（四）其他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年7-12月公司计提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22,065.84万元，主要为：对应收融资融券客户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14,285.24万元及持有的债

权投资减值5,880.50万元。

（五）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期末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

经测试，公司持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以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

金额相比较，需计提减值7,537.11万元。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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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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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占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1.44%，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余额占2019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125.34%，公司对经销商担保余额占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09%。敬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提供不超过50亿元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包含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供不超过45亿元融资担保，担保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股权质押、资产抵押；同意公司为经销商的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5亿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具体的

担保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详情请见公司2020年4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融资机构

/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孝感分行

15,000

连带责任保

证

单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2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发

支行

4,200

连带责任保

证

自主合同项下的

借款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金额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与公司关

系

是否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2003/3/19

应城市盐化大

道

26

号

陈登

57,840

复合肥、纯碱的

生产和销售。

公司之 全

资子公司

否

2、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1,355.39 444,529.88

负债总额

241,766.23 237,295.7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总额

219,589.16 207,234.11

授信使用总额

126,606.00 153,236.56

流动负债总额

205,139.76 208,389.60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

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营业收入

170,051.78 240,694.03

利润总额

11,728.66 17,356.43

净利润

12,320.74 16,992.33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获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50亿元，其中，公司及子公

司之间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45亿元，公司为经销商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5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2.2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2.16亿元计）的131.44%。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余额40.31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2.16亿元计）的125.34%；公司

对经销商融资担保余额为1.9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32.16亿元计）的6.09%。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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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222.51万元到-24,727.51万元，同比降幅为-128.14%至-123.03%。

2.公司本次业绩预减主要是因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3.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71,892.93万元到-66,397.93万元，同比降幅为-170.58%至-165.18%。

4.上年同期财务数据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后数据。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时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0,222.51万元人民币到-24,727.51万元人民币， 与上年同期相比， 减少金额为

-137,612.14万元人民币到-132,117.14万元人民币，同比降幅为-128.14%至-123.03%。

2.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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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92.93万元人民币到-66,397.93万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金额为-173,

755.06万元人民币到-168,260.06万元人民币，同比降幅为-170.58%到-165.18%。

3.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389.63万元人民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1,862.13万元人民币。

（二）每股收益：0.52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数据下跌明显。报告期内，白云机场共完成航班起

降37.34万架次、 旅客吞吐量4376.8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175.95万吨， 同比分别减少23.99%、

40.36%、8.36%，由此导致航空性收入、广告收入及租赁收入等其他非航空性收入大幅下降。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未发现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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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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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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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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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2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送达各董事及

其他参会人员。

（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临时）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邱嘉臣先生召集，会议于2021年1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0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白云机场P2交通综合体投资项目立项调整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如下：10票同意，0票反对，决议获得通过。

2020年4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9� 年度）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白云

机场 P2�交通综合体项目立项的议案》，详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9年度）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为不影响地铁安全运行，将原方案的地上两层、地下两

层调整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投资额调整为106,920.30万元。

(二)�《关于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如下：10票同意，0票反对，决议获得通过。

详见公司《关于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