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527� � � �证券简称：中船应急 公告编号：2021-003

债券代码：123048� � � �债券简称：应急转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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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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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21,338,940.26 2,464,443,109.30 -26.10

营业利润 102,512,561.63 211,686,960.57 -51.57

利润总额 104,775,487.94 212,019,912.09 -5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403,081.43 159,708,323.55 -5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75 0.1744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7.64% -4.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280,309,350.96 3,942,732,425.77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744,627,110.45 2,133,042,475.65 28.67

股 本 963,157,216.00 913,808,115.00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85 2.33 22.32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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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1,338,940.2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10%；实现营业利润

102,512,561.6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57%；实现利润总额104,775,487.9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0.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403,081.4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5.29%。经营业

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实行分批复工复产，加上供应商及客

户也不同程度地受疫情影响，以致公司项目的实施和交付进度不及预期。下半年，公司努力

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扭转了上半年亏损的局面，但全年来看，公司营业收入较上

年下降幅度仍然比较大，同时，因规模效应公司固定性支出较大，各项费用并未同步减少，从

而导致2020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280,309,350.96元，较期初增长8.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2,744,627,110.45元，较期初增长28.67%；股本为963,157,216.00元，较期初增长

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85元，较期初增长22.3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20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51.12万元至9,136.84万元之间； 预计2020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0.0719元/股至0.1050元/股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

140.31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775元/股，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相比，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2.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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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1-009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参股公司中农网第二个3%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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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深圳市海吉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2098.HK）、卓尔云商供应

链（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尔武汉公司” ）、卓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阎志先生（上

述四方以下统称“卓尔方” ）签署的《关于收购中农网股权的框架性协议》，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中农网第二个3%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集中资源，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在推进参股公司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农网” ）第一个3%股权转让的同时，同意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参

股公司中农网第二个3%股权，本次转让的挂牌底价为11,024.94万元（按照中农网每1元注册

资本对应7.22元的价格计算）。公司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中农网进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 并已委托深圳

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挂牌转让程序。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相关决策情况、 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和挂牌信息等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和2021年1月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的公告。）

二、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2月26日挂牌公告期结束， 上述标的征集到一名意向受让方即卓尔云商供应

链（武汉）有限公司，摘牌价格为11,024.94万元，其已按相关要求向产权交易所交纳了2,200

万元保证金。目前公司与卓尔武汉公司正在就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内容进行商洽。

三、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卓尔云商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6年8月5日

3、住 所：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特1号1A栋4层

4、法定代表人：闵雪琴

5、认缴注册资本：10,000万港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N8NN4W

7、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农产品、水产品、预包装食品、建筑材料、化工

产品、木材、石材的批发兼零售及贸易进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和转口贸易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

软硬件技术开发、施工、服务、转让。(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9、卓尔云商(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卓尔武汉公司100%股权；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02098.HK）间接持有卓尔云商(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阎志先生系卓尔智联集团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02098.HK）的实际控制人，亦是卓尔武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0、卓尔武汉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卓尔武汉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卓尔武汉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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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

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96� � � �公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14

债券代码：128012� � �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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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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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44,564,648.24 1,226,380,348.53 34.10%

营业利润 34,308,015.39 -540,455,170.08 106.35%

利润总额 -45,440,892.38 -560,861,347.38 9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77,114.18 -503,927,660.02 10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33 10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16.66% 18.2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315,553,294.05 5,414,840,419.50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668,860,529.02 2,774,288,945.07 -3.80%

股 本 1,507,589,677.00 1,507,562,24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77 1.84 -3.80%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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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产品逐步复产。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456.46万元， 同比上升

3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57.71万元，同比上升108.25%。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金额为 531,555.33万元，较期初减少1.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266,886.05万元,较期初减少3.80%，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可转债回售所致。

（3）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456.46�万元，同比上升34.1%， 营业利润3，430.80万元，

同比上升106.35%，利润总额-4,544.09万元，同比上升91.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

157.71万元，同比上升108.25%；基本每股收益0.03元，同比上升109.09%，主要系公司产品逐步

复产，营业收入增加，停产费用减少；安全、环保整改提升逐步完成，支出减少；资产减值减少

以及公司出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收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0年2月4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2020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增长幅度为：比上年同期增长105.95%�一108.93%，变动区间为3,

000万元到4,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57.71万元， 同比上升

108.25%，符合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

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

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可能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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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1-007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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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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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1,339.07 1,267,685.80 -87.27

营业利润 -179,180.86 11,773.86 -1621.85

利润总额 -177,465.43 11,606.41 -162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215.95 6,861.17 -2158.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27 0.078 -218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99 2.73 -87.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8,937.57 570,614.72 -3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92,308.14 240,872.15 -61.68

总股本（万股） 90,627.18 87,911.50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02 2.74 -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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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1,339.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7.27%；实现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9,180.86万元、-177,465.43万元、-141,

215.95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621.85%、1629.03%和2158.19%。

公司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1、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公司收入占比较高的出境旅游业务尚未恢复，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2020年度收入规模严重下降，出现较为严重的亏损。

2、公司各主要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子公司经营业绩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且尚未有明

显好转迹象，截止2020年12月底，各子公司商誉余额合计72,359.71万元，经初步测算将会全额

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3、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部分客户未能按约定向公司支付业务款项，部分供应商也未能

及时退还公司预付款项或押金等，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以及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状况、客户经

营情况等判断，经公司初步测算将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1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1年1月3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众信旅游：2020年

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披露的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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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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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1-019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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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2021年2月2日，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1年2月3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

规定，公司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

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一一股权激励》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

2020年8月3日至2021年2月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全部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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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期间（即2020年8月3

日至2021年2月2日）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书面的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2月9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

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2月9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有20名激励对象交

易过本公司股票。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前述20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经公司核查， 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

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其在上述期间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时， 除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

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激励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1：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股数 合计卖出股数

1 蒲**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31至

2021-01-08

10,000.00 41,900.00

2 周*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2-28至

2020-12-30

11,200.00 11,200.00

3 荣** 核心骨干员工 2021-02-02 2,000.00 0

4 熊*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9-24至

2020-10-20

1,900.00 1,900.00

5 何**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11至

2021-01-18

1,600.00 200.00

6 王**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2-29至

2021-01-05

600.00 600.00

7 任**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11至

2020-09-09

600.00 600.00

8 李*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14至

2020-10-19

3,200.00 3,200.00

9 李**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0-09至

2021-01-29

2,100.00 2,000.00

10 宋** 核心骨干员工 2021-01-05 100.00 0

11 刘**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2-29至

2021-01-11

7,000.00 4,000.00

12 李*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0-14至

2021-01-15

400.00 400.00

13 陈*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0-29至

2021-01-05

1,800.00 1,800.00

14 李**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06至

2021-01-07

2,500.00 6,800.00

15 李** 核心骨干员工 2021-02-02 100.00 0

16 陈**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9-09至

2021-02-02

14,600.00 6,400.00

17 魏*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2-16至

2021-01-13

100.00 100.00

18 冯**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11至

2020-08-12

200.00 200.00

19 张* 核心骨干员工

2020-08-06至

2021-01-19

18,500.00 11,000.00

20 李** 核心骨干员工

2020-12-08至

2021-01-19

8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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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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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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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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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赵治亚先生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12名， 代表公司1,045,783,299股股

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7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6人，代表公司936,608,810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4704%，其中中小股东共14名，代表公司8,481,674股股份；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6人，代表公司109,174,489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671%，其中中小股东共296名，代表公司109,174,489股股份。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1,044,21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3%；反

对1,56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6%；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091,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8.6698%；反对1,56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3296%；

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00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1,044,259,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3%；反

对1,52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5%；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132,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8.7048%；反对1,52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2937%；

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015%。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1,044,266,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

对1,46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139,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8.7107%；反对1,46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2475%；

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4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苏敦渊、王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32� � �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21-010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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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为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公司治理，提

升公司管理和运营效率，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对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的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架构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附件：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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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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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

2月20日以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2月26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

议室现场召开。公司董事共9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9人。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志平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章程》”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公司治理，提升公司管理和运营效率，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以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现有的内部管理机构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

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7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

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安排调整，公司审计部负责人林晓萍女士近日申请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林晓萍

女士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经审议并征求监事会意见后，向董事会提名聘任曹翔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非高级管

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本公告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

过本议案。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附件

附件：审计部负责人的简历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附件：审计部负责人的简历

曹翔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曾任公司投资发展部主

任助理，财务部副主任，审计部负责人，财务中心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曹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非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曹翔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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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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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

2月20日以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2月26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

议室现场召开。公司监事共3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锋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严文海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章程》”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安排调整，公司审计部负责人林晓萍女士近日申请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林晓萍

女士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经审议，向监事会提名聘任曹翔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非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各位监事审阅曹翔先生简历后认定，曹翔先生拥有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

了解公司财务运作情况，熟悉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符合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聘任曹翔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其任职事项已经同日召开的董事

会审议并通过。

审计部负责人曹翔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董事会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部分，监事会不作赘述。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