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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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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4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4,696,54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9.02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郭玉林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保森出席本次会

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财务总监栾尚运、公司副总经理姚明舒、崔文传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93,886 99.6617 1,402,655 0.3383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3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4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5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6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7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9、 议案名称：2.08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93,886 99.6617 1,402,655 0.338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2.0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1,908,186 99.3276 2,788,355 0.672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2.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287,886 99.6603 1,408,655 0.3397 0 0.0000

12、 议案名称：2.11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473,086 99.7049 1,218,455 0.2938 5,000 0.0013

13、 议案名称：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1,909,686 99.3279 2,786,855 0.6721 0 0.0000

14、 议案名称：4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467,086 99.7035 1,229,455 0.2965 0 0.0000

15、 议案名称：5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3,470,186 99.7042 1,226,355 0.2958 0 0.0000

16、 议案名称：6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与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2,087,386 99.3708 2,609,155 0.6292 0 0.0000

17、 议案名称：7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2,094,886 99.3726 2,596,655 0.6261 5,000 0.0013

18、 议案名称：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11,912,586 99.3286 2,783,955 0.671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9,658,608 87.3192 1,402,655 12.6808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4

认购方式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6

发行数量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7

限售期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08

上市地点

9,658,608 87.3192 1,402,655 12.6808 0 0.0000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

安排

8,272,908 74.7917 2,788,355 25.2083 0 0.0000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限

9,652,608 87.2649 1,408,655 12.7351 0 0.0000

2.11

募集资金用途

9,837,808 88.9392 1,218,455 11.0155 5,000 0.0453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

8,274,408 74.8052 2,786,855 25.1948 0 0.0000

4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9,831,808 88.8850 1,229,455 11.1150 0 0.0000

5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9,834,908 88.9130 1,226,355 11.0870 0 0.0000

6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与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8,452,108 76.4117 2,609,155 23.5883 0 0.0000

7

关于 《公司未来三年 （

2021

年

-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8,459,608 76.4795 2,596,655 23.4752 5,000 0.0453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8,277,308 74.8314 2,783,955 25.168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5、6、7、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 1、2、3、4、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玉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

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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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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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2月18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

七届三十次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21年2月26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刚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审议并通过了《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述详细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临2021－013号）》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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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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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持有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48.05%股权，本公司作为出让方，拟转让上述全部

股权，受让方为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近日，公司与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拟签订《关于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本公司将持有的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48.05%股权全部转让

给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中材金晶玻纤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1）第033号），本次股权转让作

价以该评估报告为依据。

2、本次交易行为已经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若交易完成，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

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运营效率，聚焦资源发展主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发展需要，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104国道以东、古泉街以南、玻纤南路以北泰

山玻纤成品库二（泰安大汶口石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唐志尧

注册资本：391172.45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粗纱、经编织物、短切纤

维、毡制品、耐碱纤维等。公司是玻璃纤维制造业的世界五强企业、中国前三强企业，是国内玻

纤产能最大的企业之一，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力。

2、财务状况

截至2020.06.30，公司总资产171.97亿元，净资产81.02亿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29.56

亿元，净利润4.78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该公司为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淄博高新区裕民路122号

法定代表人：宋伟

注册资本：20395.68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湿法薄毡及高压玻璃钢管道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

2、财务状况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审计，截至2020.12.31，公司总资产

9.63亿元，净资产-0.8亿元，2020年1-12月，营业收入4.73亿元，净利润-0.25亿元。

3、截至本次交易前，公司股东情况：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1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0200 50.01

2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00 48.05

3

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395.68 1.94

一一

20395.68 100

4、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对目

标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1）第033号），评估结果分类汇总表如

下：（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56359.20 57185.02 825.82 1.47

2

非流动资产

20518.98 42117.00 21598.02 105.26

3

长期股权投资

7369.57 22976.25 15606.68 211.77

4

固定资产

10400.81 12195.35 1794.54 17.25

5

无形资产

2637.03 6833.83 4196.80- 159.15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1.57 111.57

7

资产总计

76878.18 99302.02 22423.84 29.17

8

流动负债

82411.08 82411.08

9

非流动负债

10

负债合计

82411.08 82411.08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532.90 16890.94 22423.84 405.28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持有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48.05%股权，本公司作为出让方，拟转让上述全部

股权，受让方为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2、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依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中材金晶

玻纤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1）第033号），本次股权转

让价款81,161,008.29元。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本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承担或享有，过渡期

为评估报告基准日（不包含评估报告基准日当日）至交割审核基准日（含当日）。

3、本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和顺序分期支付：

第一期、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81,161,008.29元；

第二期、在交割审核报告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金额为本公司

享有的过渡期期间损益一一分红（如有）。

4、其他：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向受让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及委托其进行理财的情形。若交易完成，公司不再持有

标的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运营效率，聚焦资源发展主业，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及长远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预计获得收益8100万元以上（未经审计，未包括过渡期收益），对本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02.26

证券代码：000428� � �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21-00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被司法拍卖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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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资产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浩搏基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于2021年2月25日10时至2021年2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

拍卖对北京金方商贸大厦在建工程进行公开拍卖。

根据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本次拍卖流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0

债券代码：128108�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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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裁钱克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副总裁职务，同时辞去其在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辞职后钱克强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钱克强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实现平稳交接、过渡，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

营带来负面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钱克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083�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24

债券代码：128087�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自查中发现， 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之前

购买的部分定向融资工具、信托计划、委托贷款及应收账款收益权等理财产品的最终资金使用

方为高密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以下简称“国资中心”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2020年9

月15日，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1.7亿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72%）

转让给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实业” ）的过户登记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华荣实业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资中心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后，上述理财产品仍在存续期，事实上构成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被动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控股

股东及其控制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8）。

公司控股股东华荣实业出具了《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占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资金的还款计划及相关承诺》，按照上述承诺， 2021年2月28日前，华荣实业归还资金应不

低于1.9亿元。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归还的3.80亿元欠款及利息304.29万元；

2021年2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归还的5.12亿元欠款及利息 818.40万元，比原

计划提前多还款3.22亿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偿还公司8.92亿元，至此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为20,780万元。

公司将全力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努力筹措资金，落实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剩余占

用资金。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1456� � �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1-010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宜

获得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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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5日，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相

关公告。

2021年2月25日，公司收到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批复》（锡国联发﹝2021﹞18号），同意公司拟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475,623,800股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的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1456� � �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1-011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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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成功发行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七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额为人民币10

亿元，票面利率为3.15%，期限为66天，兑付日期为2021年2月26日。

2021年2月26日，本期短期融资券已兑付完成，支付本息共计人民币1,005,695,890.41元。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88228� � �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1-008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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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01,232,157.16 298,067,695.13 1.06

营业利润

74,156,403.09 88,165,973.06 -15.89

利润总额

73,025,091.79 88,093,460.48 -17.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001,889.90 78,284,300.38 -11.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81,921.36 74,251,994.17 -45.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0 1.55 -29.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1% 39.17%

下降

31.7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312,404,830.07 381,164,562.96 244.3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176,797,715.11 233,988,869.94 402.93

股 本

67,133,440.00 50,350,08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7.53 4.65 276.9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232,157.16元，同比增加1.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69,001,889.90元，同比增加-11.8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40,481,921.36元，同比增加-45.48%。

报告期末，总资产1,312,404,830.07元，较报告期初增加244.31%；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1,176,797,715.11元，较报告期初增加402.93%。

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不断丰富大数据服务相关的产品，同时，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高市场覆盖的广度和深

度，增强客户粘性，使得大数据服务平台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从而助力公司转型升级。此外，

公司互联网服务平台业务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部分项目落地延后。总体来

看，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略有增长。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实力，完善公司产品性能，增加新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大幅度

增加了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加了2,107.11万元，同比增长63.05%；为了加大市场覆盖的广度

和深度，公司增加了市场投入，导致销售费用增长较快；同时，公司积极开展重大战略项目，

其中部分重大战略项目毛利率偏低，降低了公司的整体毛利率水平。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有所下降。

（二）主要数据及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481,921.36元， 同比下降

45.4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增加了2,107.11万元，同期

增长63.05%；报告期内公司增加了市场投入，导致销售费用增长较快；同时，报告期内公司部

分重大战略项目毛利率偏低，降低了公司的整体毛利率水平。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41%，较去年下降31.7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

净利润下降，且公司净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总资产为1,312,404,830.07元，较报告期初增加244.3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4、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176,797,715.11元，较报告期初增加402.9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导致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股本为67,133,440.00元，较报告期初增加33.3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

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为17.53元,较报告期初增加276.99%，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导致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67� � �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8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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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12,911.71 244,962.87 -53.91

营业利润

-41,768.19 13,816.56 -402.31

利润总额

-41,808.30 14,228.20 -393.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578.74 13,122.77 -340.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709.22 979.79 -558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15 -3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 1.88%

减少

5.6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547,565.72 1,170,039.00 32.2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09,624.26 710,337.09 42.13

股本

107,066.97 85,653.57 25.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9.43 8.29 13.75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为准；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时披露重述后的相关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本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53.91%；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02.3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93.8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40.6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5,581.71%；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320.0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减少5.6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较稳定，总资产较期初增长32.2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较期初增长42.13%。

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较上一年度整体下滑明显：

产品销售方面。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原因， 公司在2019年主供几款车型需求大幅减少，

2020年下半年这些车型出货量没有随着行业的反弹而反弹，反而由于整车厂产品的更新换代，

出现了相继停产的现象，直接导致公司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大幅缩水。

产能扩张方面。公司在2018年扩产镇江一期，扩大产能，新产线于2020年2季度末开始投

产。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产能爬坡较慢。虽然2020年下半年公司出货快速恢复增长，但由于时

间和产能释放等原因对全年贡献有限。

公司已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扭转亏损局面。第一，设立海外子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完善

全球化战略；第二，不断开拓新的客户和新市场，例如东风、吉利、TOGG、春风动力和华晨新日

等；第三，加快新增产能的释放，服务客户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第四，推行各种降本增效的措

施，例如和供应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锁定原材料采购价格等；第五，进一步优化管理结构，董事

长不再兼任总经理，聚焦公司投融资、技术研发和全球资源整合等重大战略制定，新任总经理

负责战略落地和经营管理等。

公司2020年末存货增长较大，依据会计准则对于A品电芯和B品电芯分别计提减值，对公司

的利润造成冲击。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及收入和利润下滑说明：

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53.91%，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第一，由于疫情的影响，海外摩托车客户ZERO的供货较上一年度大幅下滑；第二，公司上

一年度排名前三的客户，北汽集团、长城汽车和一汽集团，因各自自身的原因减少了对公司的

采购额，对2020年销售额的影响超过约20亿元；第三，镇江一期的部分产能为新的客户广汽集

团提供产品，由于疫情的原因，产能爬坡缓慢，公司对广汽集团的收入不及预期；第四，镇江一

期的另外一部分产能是为戴姆勒量产做准备， 报告期内没有进入批量供货阶段， 还未形成收

入。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下

降主要系：

第一，销售收入下降影响；第二，为布局海外市场，吸纳海外研发人才及储备全球领先技

术，带来相关费用的增加；第三，公司布局未来业务发展，持续投入研发；第四，股权激励摊销费

用增加及注重人才的培养，引进大量的管理人员，带来人工成本的增长；第五，公司本期计提大

额存货减值，镇江一期产能爬坡过程中B品电芯（次品）产生较多，导致B品电芯计提较大额减

值；客户车型更新迭代，带来A品电芯较大幅度减值。

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报告期初增长30%以上，主要原因系公司在报告期

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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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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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0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为0%，

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9�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7.3、7.4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

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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