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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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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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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华南路339号明宇豪雅饭店四楼明宇C厅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畅女士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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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2,546,456,6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51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479,202,0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0184％。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67,254,60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9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人，代表股份87,619,81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4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20,365,20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19％。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人，代表股份67,254,60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92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110,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54％；反对26,341,55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44％；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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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3,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316％；反对26,341,5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635％；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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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183,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82％；反对26,269,25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16％；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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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46,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0141％；反对26,269,2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9810％；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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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276,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19％；反对26,175,55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79％；弃权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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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40,0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1212％；反对26,175,5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740％；弃权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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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核心骨干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64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150％；反对37,811,82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49％；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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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803,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407％；反对37,811,82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1544％；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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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核心骨干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

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614,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139％；反对37,837,82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59％；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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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7,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110％；反对37,837,82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1841％；弃权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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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核心骨干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614,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139％；反对37,837,92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59％；弃权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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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7,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110％；反对37,837,92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1842％；弃权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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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6,337,5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11,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7,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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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500,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1％；反对111,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1％；弃权7,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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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晓悦、刘志鹏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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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2021年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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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20希望六和

SCP001，债券代码：012001818）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0希望六和SCP001

4.债券代码：012001818

5.发行总额：10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19%

7.到期兑付日：2021年02月0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的

时间之前足额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兑付日代理划付至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务融资工具到

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

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 因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

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洪俊

联系方式:028-85953632

传真：028-85953551

2.�主承销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趣

联系方式：028-63920736

传真：028-87700891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

传真：021-63326661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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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的产业基金

完成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金备案情况

为落实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农牧食品产业一体化发

展战略，促进公司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并优化区域布局，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山东新希望鑫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

理人，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新希望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省新希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青岛巨峰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山东新希望鑫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山东新希望鑫农基金” 、“该基金” ，该名称为工商最终核定名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

10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发起设立山东新希望鑫

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6）。

2020年11月6日，山东新希望鑫农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青岛市崂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目前，该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如

下：

基金名称：山东新希望鑫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0年12月15日

备案编码：SNJ610

二、备查文件

山东新希望鑫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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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新希

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 ）实施了保密措施，严控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范围，对内幕信息知情人

进行登记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公司于2021年1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于2021年1月11日首次公开披露。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和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

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0年7月8日至2021年1月8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本次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中共

有63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

身份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

（

股

）

合计卖出

（

股

）

1

王航 董事

2020.9.14-2020.10.9 60,000 0

2

蔡曼莉 独立董事

2020.10.9 10,000 0

3

闫之春 首席科学家

2020.7.9 0 800

4

刘怀伟 食品

BU

总裁

2020.9.4 0 5,000

5

冯小辉 海外

BU

总裁

2020.9.1-2020.12.30 0 135,200

6

李云华 业务骨干

2020.7.8-2021.1.7 23,500 22,000

7

樊雷 业务骨干

2020.8.5-2020.8.7 0 69,700

8

王文兵 业务骨干

2020.7.20-2021.1.8 39,000 37,100

9

张盼富 业务骨干

2020.7.13-2020.12.16 4,600 6,600

10

苏慧 业务骨干

2020.7.13-2021.1.4 1,300 900

11

孙来丰 业务骨干

2020.11.23 0 100

12

唐勇 业务骨干

2020.9.8 0 100

13

马振强 业务骨干

2020.7.29-2020.9.18 0 57,100

14

邹国波 业务骨干

2020.12.4 1,000 0

15

任剑 业务骨干

2020.9.10-2020.9.24 5,000 0

16

李佳伟 业务骨干

2020.8.7-2020.9.28 1,300 6,600

17

冉义军 业务骨干

2020.7.13-2020.9.4 23,600 23,600

18

陈斌 业务骨干

2020.7.8-2020.7.30 1,500 5,400

19

刘鹏 业务骨干

2020.9.11-2020.12.16 125,200 125,200

20

李建文 业务骨干

2020.8.5-2020.8.21 5,500 7,000

21

王天户 业务骨干

2020.12.10-2020.12.28 7,300 7,300

22

杨骞 业务骨干

2020.12.21 500 0

23

向阳 业务骨干

2020.7.10-2020.11.26 6,700 8,100

24

彭建华 业务骨干

2020.7.14-2020.12.25 18,000 12,500

25

蒲彬 业务骨干

2020.7.9-2021.1.6 16,500 15,500

26

韩倩倩 业务骨干

2020.9.7 4,200 0

27

张松涛 业务骨干

2020.8.5-2020.12.9 6,800 6,800

28

王永秀 业务骨干

2020.7.17 0 80,000

29

李淑朋 业务骨干

2020.12.29-2021.1.7 7,500 0

30

庞允东 业务骨干

2020.7.8-2020.12.31 15,600 12,600

31

田远鑫 业务骨干

2020.9.30 100 0

32

徐明鸣 业务骨干

2020.7.29-2021.1.6 0 42,200

33

赵国栋 业务骨干

2020.8.12-2020.9.21 9,100 9,100

34

蒋伟 业务骨干

2020.9.9 500 0

35

周桂莲 业务骨干

2020.9.23-2020.12.28 1,700 5,600

36

左士峰 业务骨干

2020.8.3-2020.8.4 0 2,000

37

姚庆磊 业务骨干

2020.7.15-2020.8.27 15,000 15,000

38

伍松 业务骨干

2020.7.16-2020.12.11 39,900 39,900

39

王雅靖 业务骨干

2020.9.2-2021.1.4 7,600 6,700

40

赵亮 业务骨干

2020.7.9-2020.9.18 235,700 346,300

41

周祖钰 业务骨干

2020.9.28 0 100

42

丁振 业务骨干

2020.9.16-2020.9.17 1,700 0

43

徐新华 业务骨干

2020.8.31-2020.12.7 11,100 11,300

44

张清 业务骨干

2020.7.28-2020.12.18 700 1,800

45

王禄生 业务骨干

2020.7.14-2021.1.5 79,500 89,800

46

王谡 业务骨干

2020.9.9 0 3,200

47

孙磊磊 业务骨干

2020.7.20 1,600 0

48

黄德平 业务骨干

2020.7.29 0 400

49

苟元华 业务骨干

2020.9.16-2020.9.22 7,600 0

50

宋扬 业务骨干

2020.9.10-2021.1.8 4,400 8,700

51

曾莉 业务骨干

2020.7.9-2021.1.6 6,000 3,700

52

周长会 业务骨干

2020.7.9-2020.9.7 4,700 12,400

53

孟凡伟 业务骨干

2020.12.29 2,200 0

54

任晟志 业务骨干

2020.9.8 400 0

55

潘晓建 业务骨干

2020.9.18-2020.12.4 27,700 27,700

56

高祥振 业务骨干

2020.7.20-2020.8.25 0 143,500

57

郭伟 业务骨干

2020.7.14 0 900

58

马波 业务骨干

2020.7.15-2020.12.21 6,600 6,600

59

李敏 业务骨干

2020.12.11-2021.8.5 12,600 0

60

王远垒 业务骨干

2020.8.5 0 600

61

张永国 业务骨干

2020.7.10-2020.10.22 56,100 63,000

62

高洋 业务骨干

2020.8.26-2020.12.14 74,000 53,600

63

兰剑 业务骨干

2020.9.7-2020.12.29 30,400 0

注：公司2020年12月3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中披露了王航先生共计增持

公司88,400股，系因wind提取数据错误,�现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数据，王航先生共计增持数量为60,000股,特此说明。

此外，部分核查对象为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 正值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

个行权期，因此，有12位核查对象有股票期权的行权行为，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

身份 行权期间 合计行权数量

（

股

）

1

朱利强 总裁助理

2020.9.11-2020.12.3 87,500

2

闫之春 首席科学家

2020.9.17-2020.10.12 262,500

3

胡吉 离任高管

2020.12.14-2021.1.8 210,000

4

王述华 离任高管

2020.11.30-2021.1.8 210,000

5

刘怀伟 食品

BU

总裁

2020.11.23-2020.12.29 140,000

6

冯小辉 海外

BU

总裁

2020.9.3-2020.9.9 108,000

7

姚永建 业务骨干

2020.9.7-2020.12.16 130,000

8

黄亚宽 业务骨干

2020.9.17-2020.10.13 87,500

9

孙来丰 业务骨干

2020.9.10-2020.11.20 109,100

10

白旭波 业务骨干

2020.11.9-2020.12.24 140,000

11

王建民 业务骨干

2020.9.17-2020.9.25 121,400

12

马振强 业务骨干

2020.9.7-2020.11.17 135,694

公司经自查后认为， 上述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行权是基于个人独立判断

而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该买卖行为不是发生在股权激励事项内幕信息形成期，不存在因知悉

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且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遵循了《证券法》、《公司法》等

相关规定，未构成短线交易。

除上述核查对象外，公司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本次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所有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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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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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预计的业绩：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

2,500

万元 至

3,600

万元

盈利

：

3,804.4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34.29%

至

-5.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

：

-45,000

万元至

-43,000

万元

亏损

：

-20,046.0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124.48%

至

-114.51%

营业收入

590,000

万元 至

600,000

万元

760,062.36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590,000

万元 至

600,000

万元

760,062.3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568

元

/

股 至

0.0818

元

/

股 盈利

：

0.0865

元

/

股

说明：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按照净额法列报，上年同期按照全额法列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将于2021年2月1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公司暂未与拟聘

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预沟通。公司将在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议案之后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预沟通工作并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度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变动

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门店商品销售及综

合毛利不达预期；同时受疫情影响，百货和购物中心以及配套招商租赁业务客流大幅下降、

大量减租降租、撤柜空场等情况严重，导致收入下降。

2、公司于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西安人人乐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出售子公司持有

的西安永和坊房产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和资产转让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大。

四、风险提示

2020年度报告审计工作尚未正式启动，《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将于2021年2月1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公司2020年

度实际业绩情况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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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建设银行授信担保方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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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8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关于

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资产抵押的公告》，公司以全资子公司西安人人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安实业公司” ）和西安高隆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房产为抵押物向建设

银行申请的不超过4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同时由上述两家公司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2020年12月，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实业公司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12

日、12月25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和《关于公司转

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补充更正公告》。

鉴于公司已转让西安实业公司股权且西安实业公司抵押及担保的实施现状为担保已实

施，房产抵押未登记实施。公司已于2020年12月向建设银行提出变更授信担保方式的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建设银行已审核通过公司关于变更授信担保方式的申请。公司与建

设银行、西安实业公司、西安高隆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签署了授信额度合同的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授信合同项下专用条款第四条第/款第/项约定的“办妥西

安高隆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东仪路十字东南角10B1幢

10000室”（房产证号：陕（2017）西安市不动产权第1187291号）抵押手续后，甲方在乙方流动

资金贷款余额不超过2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不超过20000万元、非融资性保函余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且授信余额不超过20000万元；待办妥西安人人乐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共13套房

地产（详见抵押物附件清单）抵押手续后，方可支用剩余额度。”变更为：“本合同项下流动资

金贷款余额及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不超过18000万元，授信余额不超过18000万元。”

《补充协议》确认西安实业公司不再负有履行连带责任保证的义务，授信额度合同其他

条款及其他担保合同不变,继续有效和履行。《补充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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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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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

董事程华女士的辞职报告，程华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程华女士离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鉴于程华女士的辞职将导致本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比例要求， 根据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程华女士的辞职报告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程

华女士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

序，尽快提名推荐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截至本公告日，程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程华女士确认其在任期内与本公司董事会之间无意见分歧， 也没有就其辞职需要知会

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程华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提高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科

学性、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

事会对程华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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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

曾德友先生的辞职报告，曾德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曾德友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监事之日起生效， 在此之

前，曾德友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监事职责。

截至本公告日，曾德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监事会对曾德友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及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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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披露《审计报告》

及《备考审阅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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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通过

全资子公司广东文灿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境外子公司Wencan� Holding（Germany）GmbH、

Wencan� Holding� (France)� SAS（以下简称“文灿法国”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Le� Bélier�

S.A.（以下简称“百炼集团” 或“标的公司” ）61.96%的股份，并在完成对百炼集团控股权收购

后通过文灿法国对百炼集团剩余的全部股份发起强制要约收购及启动强制挤出程序，进而实

现持有百炼集团100%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收购已完成，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文灿法国持有百炼集

团100%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12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关于强制挤出结果暨重大资产购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0）。

由于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为境外资产，公司在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时，尚未完成对

标的公司的收购， 难以获得标的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并进行审

计，亦无法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公司承诺将在标的公司收购工作完成后六个月内完成

并向投资者披露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及本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

阅报告。

截止2021年1月29日，公司已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及备考审阅报告编制工作，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百炼集团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60128029_B01号）和《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

报表审阅报告》（安永华明（2021）专字第61566523_B01号）。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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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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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3,000.00

万元

-4,500.00

万元

盈利

：

8,705.2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65.54%-48.31%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

500.00

万元

-1,500.00

万元

亏损

：

2,184.26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22.89%-168.6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519

元

/

股

-0.0779

元

/

股 盈利

：

0.1507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系公司初步测算结果，但公司已就有关事项与年

度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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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因非经常性收益同比减少

所致：根据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适用的金融资产新的会计政策，公司将部分投资项目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投资的部分参股公司的公允价

值在2019年发生变动，从而导致当期产生了大额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而本报告期内公司此类

事项影响金额较小；此外，2020年由于汇率大幅波动导致一定幅度的汇兑损失，也对公司报告

期的业绩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虽然受全球疫情影响，公司部分业务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公司积极开展多项措

施，有效应对。报告期内虽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同比下降较多，但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扣

非净利润增幅明显。智能硬件板块系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为迎接5G、物联网代的到来，公司

近年来一直在深耕智能硬件业务，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寻找智能硬件业务升级的突破口，目前

公司旗下智能硬件产品品类也由智能照明、智能电源部件，逐步延伸至智能锁具、智能模块、

智能可穿戴硬件等众多相关细分领域； 智慧营销业务板块近年来也在持续进行业务结构调

整，严格控制高风险业务，不断优化客户结构、内部组织架构，并尝试新的业务模式。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司后续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请关

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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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瀚丰联合” ）持有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环保” ）

7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

引第2号一一停复牌业务》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需每10个交易日定期披露相关进展情况，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瀚丰联合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就收购其持有的雄风环保70%股权事项明确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2021年1月16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

二、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将继

续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

一一停复牌业务》及其他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双方已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

以各方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协商，相关事项尚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能否取得上述

批准以及最终取得的相应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