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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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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经选定董事会秘书人选，但由于

其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故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暂时空缺，

待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公司将及时进行聘任并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之

后，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因此，自2021年2月26日

起，由公司董事长柯少彬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并及时公告。

柯少彬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4-88116066-188

传真：0754-88105160

邮箱：t-a-t@163.com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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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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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执恢184、197号《执行裁定书》。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方双林生物” ）分别于2009年9

月24日、2010年06月30日、2010年10月27日、2011年07月19日、2011年10月11日、2012年10月25

日、2017年08月24日发布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

达深圳分公司” ）诉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一案的重大诉讼公告，详情见刊登在《证

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为：2009-073、2010-038、2010-054、

2011-038、2011-048、2012-068、2017-065。

二、判定情况

（2021）粤03执恢184、1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本院（2009）深中法民二初字第117、11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已经全部执行

完毕，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基于执行依据的权利全部得到了实现，本两案依法予

以执行结案，并依法解除对被执行人南方双林生物、深圳市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产的相

关执行措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4条第（1）项规定，裁定如下：

本院（2009）深中法民二初字第117、118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本两案予以结案。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公司已全部偿还完中国信达

深圳分公司债务，该债务事项将不再影响公司利润。

五、备查文件

（2021）粤03执恢184、197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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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新疆德源战略合作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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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为有效控制

风险，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吕献忠将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德源” ）51%

股权出质给公司，作为新疆德源在战略合作协议下的履约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2020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20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

2021年2月25日，公司收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市监）登记设字[2021]第27号】，吕献忠持有新疆德源51%股权已经完成股权出质

质押登记，已按照公司与新疆德源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吕献忠将持有新疆德源51%

股权出质给公司。

特此公告。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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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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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1执恢530号《结案通知书》。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方双林生物” ）分别于2009年10

月15日、2010年6月5日、2013年1月12日和2013年9月10日发布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

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诉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白

马” ）、南方双林生物一案的重大诉讼公告，详情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为：2009-079、2010-035、2013-001、2013-049号。

二、判定情况

（2020）云01执恢530号《结案通知书》通知内容如下：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与昆明白马、南方双林生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向本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受理。

现被执行人昆明白马、南方双林生物已将案款缴纳至我院账户。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云

南省分行申请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第108条第（1）项的规定，现通知如下：

本案已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于2003�年、2004�年为

昆明白马的银行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依据（2020）云01执恢530号《结案通知书》内容，

涉及债务款项已缴纳至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并通知本案已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据此上市公司为昆明白马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解除。

五、备查文件

（2020）云01执恢530号《结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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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事项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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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承诺事项内容

2009年4月13日，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集团” ）与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双林”或“公司” ）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振兴集团承接南方双林

对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白马” ）的担保，如未承接而给南方双林造成损失

的，由振兴集团赔偿。后期为妥善解决上述担保事项，振兴集团和深圳市航运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航运健康” ）共同承诺解决上述担保事项，承诺内容如下：

1、承诺主体：振兴集团、航运健康

2、承诺内容：2020年5月6日，振兴集团与航运健康出具《关于变更承诺的函》，承诺：

（1）振兴集团承诺将于该承诺变更事项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270日内清偿目

标担保所担保的主债务项下尚未清偿完毕的金额，以解除上市公司对昆明白马提供的担保；

（2）航运健康承诺，如振兴集团于该承诺变更事项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270

日仍未完成清偿目标担保所担保的主债务的，由航运健康利用已扣除的对振兴集团的股权转

让款，用以对前述担保尚未清偿完毕的金额进行清偿，并确认该金额已能足额覆盖担保主债

务的所有需清偿本息等，上市公司无需承担相关责任。

3、承诺履行期限：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270日内。公司于2020年

5月2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

二、承诺事项完成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 ）（2020）云01执恢

530号《结案通知书》，通知如下：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与昆明白马、南方双林生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向昆明

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昆明中院依法受理。

现被执行人昆明白马、南方双林生物已将案款缴纳至昆明中院账户。申请执行人中国银

行云南省分行申请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1）项的规定，现通知如下：

本案已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依据（2020）云01执恢530号《结案通知书》内容，涉及债务款项已缴纳至昆明中院账户，

并通知本案已执行完毕，予以结案，据此公司为昆明白马银行债务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解除，

上述承诺事项履行完毕。

三、备查文件

（2020）云01执恢530号《结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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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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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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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6,180,101.11 14,354,010,106.79 -13.15

营业利润 550,785,894.99 858,901,357.50 -35.87

利润总额 539,325,142.97 866,753,605.14 -3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792,837.59 735,271,227.26 -4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7.26% -3.9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356,444,242.31 26,841,031,825.26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306,945,205.64 10,484,525,214.58 26.92

股 本 4,783,522,257.00 4,149,633,873.00 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8 2.53 9.88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受中国疫情与全球疫情的先后影响，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与硬质合金产业链受到

重创，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严峻影响。深处疫情震中区的格林美，经历了生死大考验。公司度

过了极不平凡、极不容易、极其难忘的艰苦卓绝时刻。危机关头，公司精准预判世界局势，果

断出手，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的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与湖北人民一起同

舟共济、顽强抗疫，先后打赢疫情防控的“湖北保卫战与武汉保卫战” 、打赢全球市场保卫

战、打赢了复工复产与疫后振兴攻坚战，打赢了全球上下游共同抗疫的社会责任战，打赢了

创新与质量突围攻坚战， 打赢了业务大整理与价值升级战， 公司创造性实施了业务价值整

理，通过推进电子废弃物业务分拆上市与谋划城市矿山、环境服务业务、硬质合金等业务混

改的重大价值整理战略，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了公司整体价值，推进业务升级与

效益提升，最大限度对冲中国及全球疫情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取得了业务升级、价

值升级、创新突围等各种重大成果，为2021年以及十四五开新局与实现业绩高增长奠定了坚

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246,618.01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了13.15%；实现营

业利润55,078.59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了35.87%；实现利润总额53,932.51万元，比上年同期降

低了37.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79.28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了45.22%。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935,644.42万元，相对2019年末增长了9.3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30,694.52万元，相对2019年末增长了26.92%；股本为478,352.23万元，

相对2019年末增长了15.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78元，相对2019年末增长

了9.88%。

3、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上表中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的增减变动

幅度达30%以上，主要原因系2020年受中国疫情与全球疫情的先后影响，公司不仅遭受所处

的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与硬质合金产业链受到重创的影响，而且公司70%的核心产能居于湖北

疫情震中区，受到了湖北疫情区长期生产停顿、交通封路停运、人员来往不畅通等影响（至少

三个月）。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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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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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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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4.06万元一29,741.80万元

盈利：11,015.4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0%一1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元/股一0.06元/股 盈利：0.03元/股

注：本格式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格林美搭上了新能源发展的高铁，迎来了历史性绿色发展大好机遇。公司三元前

驱体和四氧化三钴的全年订单应接不暇，产能大释放。春节期间全公司3400名员工奋斗在生

产一线，公司荆门园区、泰兴园区、无锡园区等新能源材料板块全线开工，成功实现牛年开门

红。公司作为新能源材料制造领域的领先企业，在2020年公司实施的业务价值大整理的成就

基础上，得以全面聚焦发展三元前驱体、四氧化三钴与动力电池回收为主体的新能源业务，

坚定实施玩命技术创新、质量提升风暴与管理革命，坚定实施开采“技术矿山与质量矿山” ，

跑步进入技术与质量行业无人区，坚决打赢“业务升级、质量升级、效益升级” 三大攻坚战，

让格林美成为全球核心竞争力地位与效益良好的上市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产能释放，

销量大增，推动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实现开局漂亮、全年精彩。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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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01月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

公司贵州大唐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高鸿” ）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01月02日、2019年01月1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0年03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2020年04月03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此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鸿鼎

恒” ）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03月19日、2020

年04月0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第三十九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0年06月0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2020年06月29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大唐融合物联网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无锡融合” ）、大唐融合(哈尔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

融合” ）、大唐智联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融合” ）等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06月10日、2020年06月30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0年08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09月10日召开的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唐融

合” ）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08月25日、2020

年09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1年02月0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1年02月26日召开的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及下属公司间互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鸿信息” ） 担保及下属公司间互保额度预计不超过394,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02月10日及2021年02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合同名称 审议金额 实际担保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高鸿股份

贵州高鸿 保证合同 30,000 22,257.15 7,742.85

高鸿鼎恒 保证合同 5,000 5,000 0

无锡融合 保证合同

60000

1,000

55,500

（注1）

哈尔滨融合 保证合同 1,500

杭州融合 保证合同 1,400

大唐融合 保证合同 3,000 832.87 2,167.13

高鸿信息 保证合同 21,000 1,000 20,000

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注1：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在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的授信提供担

保金额为不超过60,0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为合并报表范围下属公司在大唐电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金额累计为4,500万元，剩余额度为55,5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贵州大唐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4月26日

注册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磊花路口

法定代表人：丁明锋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

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14�日

注册地点：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699-19号5幢

法定代表人：丁明锋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电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

品、照明设备、办公用品、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品、服装、橡胶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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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2月27日

注册地点：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智慧路18号A212号

法定代表人：樊劲松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物联网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工业

应用软件的开发、安装、维护、推广；工程项目的改造服务；企业营销策划；通信技术、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系统集成设备、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和发射装置）、电子元件、电线电缆、仪器仪表、机械产品及配件、电子产品测试耗材、工业设备

及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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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6%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其51%股权；无锡惠山软

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8.67%股权；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11.33%股权；北京菱正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3%股权。

4.大唐融合（哈尔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6月26日

注册地点：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赣水路177号4层

法定代表人：王小东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信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环保技术服务；空气污染监测；大气污染治理服务；水污染治理服务；接受委托从事面向成

年人开展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培训（不含需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或者职业资格

培训项目）；销售：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计算机系统

集成设备、日用百货、化妆品、电子产品、钟表、医疗器械、环境检测仪器、家用电器、计算机网

络设备、喷雾控制系统设备及其零部件、环保设备、垃圾处理设备、五金交电、锅炉、化工产品

（不含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业

务；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环境治理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环保工程、给排水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弱电工程、公路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地基

与基础工程、消防工程、桥梁隧道工程、水暖工程、土石方工程设计、施工；水处理设备的研发、

销售、安装及维护；净水设备、脱硫设备、脱硝设备、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空气净化

设备、中央空调设备、环保设备、电子产品、供水设备的销售、安装及维护（以上不含特种设备、

电力设施、农业机械）；承担各类施工劳务作业。电信业务经营；食品生产经营；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建设工程监理；特种设备生产。按照中国

移动授权委托书允许的范围从事：代为办理授权单位手机用户入网开户、移动宽带入网开户、

套餐、流量、代收话费、智能硬件、终端销售业务。（有效期至2021年12月28日）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其97%股权；公司下属公司高鸿科技持有其3%

股权。

5.大唐智联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01月0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兴路477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静

注册资本： 3,3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市场营销策

划；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业设计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线、电缆经营；仪器仪表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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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

务；检验检测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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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其60%股权；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基金

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浙江拓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

6.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12月16�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26幢十层1004房间

法定代表人： 孙绍利

注册资本： 11,8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经营电信业务；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通信、机电设备；开发、生产、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持有其40.68%股权。

7.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02月23日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3区3幢2层201、202房间

法定代表人： 王小冉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

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工艺

品、箱包、针纺织品、服装、鞋帽、首饰、花卉、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体育用品、建筑材料、医疗

器械I类、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品；计算机维修；

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维修；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体育运动项

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北京、上海）；互联网数据中心

业务（机房所在地为北京、上海）；内容分发网络业务（北京、上海），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

业务（北京、上海）；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上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年07月31日）；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

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91.89%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数据持有其5.1%股权；自然人谢

涛持有其3.01%股权。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贵州高鸿 750,232,552.13 622,321,771.09 127,910,781.04 0 -1,851,905.65 -1,849,471.81

高鸿鼎恒 1,759,773,949.60 1,046,989,737.54 712,784,212.06 1,334,274,366.99 23,694,205.50 17,714,908.20

无锡融合 143,823,607.07 84,825,106.03 58,998,501.04 88,887,453.43 -3,507,207.49 -3,449,115.70

哈尔滨融合 28,453,630.47 15,190,691.53 13,262,938.94 11,512,108.79 -3,158,431.27 -3,112,028.07

杭州融合 34,569,127.41 1,666,322.11 32,902,805.30 4,308,411.61 -101,694.74 -97,194.70

大唐融合 687,710,263.91 320,778,567.34 366,931,696.57 335,645,794.79 -27,300,299.96 -26,347,526.07

高鸿信息 762,387,882.84 410,162,672.71 352,225,210.13 246,918,446.33 -3,705,213.79 -2,974,199.83

（三）失信查询

经查询，贵州高鸿、高鸿鼎恒、无锡融合、哈尔滨融合、杭州融合、大唐融合、高鸿信息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贵州农村商业银行龙王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贵州大唐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0月11月26日至2023年12月25日

合同金额：4,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4,000万元

2.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南京银行百子亭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0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20日

合同金额：5,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5,000万元

3.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0年11月25日至2021年11月24日

合同金额：1,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1,000万元

4.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哈尔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0年11月13日至2021年11月12日

合同金额：1,5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1,500万元

5.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智联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0年11月18日至2021年11月17日

合同金额：1,4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1,400万元

6.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南京银行车公庄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0年10月22日至2021年04月22日

合同金额：421.45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252.87万元

7.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南京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1年01月04日至2022年01月03日

合同金额：1,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1,0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贵州高鸿、高鸿鼎恒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高鸿信息91.89%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高鸿数据持有高鸿信息5.1%股权，自然人谢涛持有其3.01%股权，高鸿信息提供反担保；大唐

融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融合、无锡融合、哈尔滨融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的子公

司，大唐融合已在新三板挂牌，要求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难度较高，故本次担保由公司全

额担保，无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大唐融合及其子公司无锡融合、杭州融合、哈尔滨融合

及武汉融合、大唐融合管理层股东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充分保

障公司权益。故上述担保由公司全额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

共计184,473.9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7.17%。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10.90万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贵州大唐高鸿置业有限公司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95%。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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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2月26日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02月26日上午9:15至2021年02月

26日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02月26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11层；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先生；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133,872,0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7496%。

2.出席现场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33,871,2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74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3.公司董事长，部分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海润天睿律

师事务所律师穆曼怡、闫凌燕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1.00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

款的议案》

17,626,789 99.9955% 800 0.0045% 0 0.0000% 通过

2.00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133,871,

288

99.9994% 800 0.0006% 0 0.0000% 通过

3.00

《关于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及下属

公司间互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33,871,

288

99.9994% 800 0.0006% 0 0.0000% 通过

4.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

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

17,626,789 99.9955% 800 0.0045% 0 0.0000% 通过

其中，议案一、议案四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议案三已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审议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具体组织

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预计对外担

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并授权

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担保手续，包括签署有关文件、在授权额度内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借款和担

保主体、选择金融机构等。授权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超过审议额度的授信担

保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实施。

（二）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

份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

份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

份的比例

1.00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

款的议案》

17,073,720 99.9953% 800 0.0047% 0 0.0000% 通过

2.00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17,073,720 99.9953% 800 0.0047% 0 0.0000% 通过

3.00

《关于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及下属

公司间互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7,073,720 99.9953% 800 0.0047% 0 0.0000% 通过

4.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

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

17,073,720 99.9953% 800 0.0047% 0 0.0000%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穆曼怡、闫凌燕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与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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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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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一

大股东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鹰溪谷” )的函告，获悉鹰溪谷将所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鹰溪谷 是 7,450,000 3.59% 0.80% 否 是 2021-02-24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

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

合计 -- 7,450,000 3.59% 0.80% -- -- -- -- -- --

鹰溪谷本次补充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鹰溪谷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峰幽投资” ）、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 ）所持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补充质押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补充质押

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鹰溪谷 207,705,182 22.18 145,000,000 152,450,000 73.40 16.28 0 -- 0 --

峰幽投资 2,455,296 0.26 0 0 0 0 0 -- 0 --

博升优势 2,098,033 0.22 0 0 0 0 0 -- 0 --

合计 212,258,511 22.66 145,000,000 152,450,000 71.82 16.28 0 -- 0 --

三、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鹰溪谷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第一大股东鹰溪谷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96,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为46.2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25%,所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3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

质押股份累计数量96,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6.2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25%，

所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3亿元。还款资金来源于自筹或其他融资，鹰溪谷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鹰溪谷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鹰溪谷所质押股份尚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情形。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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