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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５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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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环境友好型辐射固化涂装工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
程及材料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
项目投资协议》）中的项目预
计投资金额等是在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 实际执行情况可
能与预期存在差距，项目的实施与市场供求、国家产业政策、技术进步、公司管理
及资金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变化有关， 项目实际的投资金额以及实施进度尚存在
不确定性，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本次项目投资尚未正
式实施，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安排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
实施内容、实施进度与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次项目计划自２０２１年起逐步实
施， 拟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
展，预计对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积极推进公司研发成果落地转换， 实现环境友好型辐射固化涂装工程及
材料研究成果产业化，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与山东省
淄博市桓台县商务局签订 《
环境友好型辐射固化涂装工程及材料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投资协议》，计划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区域内投资建设环境友好型辐射固
化涂装工程及材料研究机构及产业化基地。
（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桓台县商务局
住所：桓台县中心大街７６６号
公司与桓台县商务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桓台县商务局对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的经济发展事务依法行使管理及服务
职能。
（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项目投资协议》。
公司与桓台县商务局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在天津签署了《
（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该《
项目投资协议》无须履行相关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桓台县商务局
乙方：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本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乙方成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人
民币１，０００万元。 该全资子公司作为本项目运作平台，完成项目前期研发设备、人
员和相关资质等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以全资子公司为主体与主要合作伙伴成立相关研究院，根据市场
需要，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对部分成熟产品进行小批量生产及销售，预计实现年
销售额人民币７，５００万元左右，实现销售利润人民币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万元，达到亩均
税收不低于人民币２０万元的水平。
预计投资额：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左右。
第三阶段：对具备市场条件，且技术与生产工艺达到产业化条件的产品实现
产业化布局。
预计投资额：人民币２亿元－３亿元。
（
二）项目建设要求
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山东省及桓台县相关
政策，并依法履行法定审批或核准等程序。
２．项目投产须符合桓台县相关单位要求，符合国家污水、废气、噪声、固体排
放物等相应功能区排放标准。 项目投产的立项、环评、建设、人防、消防、水土保
持、防雷、防震、安评、能评等，由乙方按照规定程序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
理，甲方应当予以支持、协助和配合。 乙方研发的技术成果转化应优先选择在甲
方所属地区域内，甲方对乙方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持和服务。
三同时”制度。
３．项目环保、安全、职业卫生建设等执行法律规定的“
三）项目拟租赁经营场地情况
（
１．为满足乙方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经营场地需求，甲方承诺向乙方出租符合
条件的生产研发厂房与日常办公场地。
生产研发厂房拟定于桓台县唐山镇新旧动能转换（
新材料）试验区在建１２号
厂房南侧中试车间和东侧生产车间。 前述中试车间满足设备入场安装条件时间
不晚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中试及生产车间正式交付时间不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日常办公场地拟定于桓台县果里镇创智谷Ｂ３座３层整层。
２．甲方应保证租赁研发场地及厂房无任何权利瑕疵及未决争议纠纷，保证场
地及所在园区的安全性和环保性，保证相关场地具备安全生产经营条件。 若因租
赁研发场地无法满足项目需求或违反本条约定， 乙方应及时与甲方沟通经营场
地情况，根据甲乙双方协商意见，可另行签订研发场地租赁协议。
（
四）项目支持政策情况
为促进本项目尽快实施， 甲方承诺协调相关组织或单位为乙方提供以下政
策支持：
第三条”中所涉及的出租给乙方使用的生产研发厂
１．甲方承诺对于本协议“
三免两减半”政策，即自相关租赁协议约定生效之
房与日常办公场地，乙方享受“
日起三年内免除乙方一切使用租金， 自租赁协议约定生效之日起第４年和第５年
按当时市场同类建筑出租公允价格减半收取租金。
２．甲方承诺协助乙方申请相关人才补贴政策，并对于乙方派驻本项目人员给
予必要生活保障， 承诺向乙方符合当地人才政策的派驻本项目人员提供具备住
宿条件的宿舍公寓。
第一
３．甲方承诺负担乙方搬迁及安置费用６０万元人民币。 乙方根据本协议“
第一阶段”内容，完成所需研发设备进厂安装调试后，由甲方负责牵头相
条”中“
关部门落实。
（
五）违约责任
第三条”中
１．发生下列情形之一，除甲方原因导致外，甲方有权收回本协议“
所涉及场地的租赁使用权，并有权选择解除投资协议书：
１．１甲乙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后１年内， 乙方未按协议约定计划实施项目的；乙
方开工投产后连续３年未达到项目实施计划销售额、亩均税收等目标。
１．２乙方擅自改变车间用途和建设项目的。
１．３乙方无合理理由停工、停产超过５个月。
包含１５日），
１．４乙方未按照本投资协议书的约定成立项目公司，逾期超１５日（
乙方须承担的相关违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投资协议书；如乙方未按项目公
司章程规定出资或有恶意转移资产的情况， 除承担明确的违约责任外还应将甲
方给予的优惠待遇返还给甲方。
１．５乙方因资质、资金、涉诉等问题，无法正常经营。
２．出现上述相关情况后，若甲方选择解除投资协议书，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
对项目进行重整或处置，但因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导致项目无法重整或处置的，
乙方可选择注销项目公司或变更经营场所。
３．若乙方无法取得经营场所的使用权及本协议约定政策支持，则乙方有权无
条件解除本协议。
六）协议主体
（
１．乙方为实施本协议约定项目，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应当以山东淄博市
桓台县为注册地，并在前述区域内进行税务登记，且需出具相关书面说明和证明
文件证明乙方与全资子公司的关系， 同时确保全资子公司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
务。
２．甲方向乙方或乙方全资子公司履行义务，均视为对本协议的履行。
３．乙方在桓台县成立全资子公司后，甲乙双方和全资子公司应签订承继本协
议权利义务的三方协议书， 乙方和全资子公司对本协议和承继协议的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
（
七）协议生效及其它事项
１．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乙方须向甲方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投资证明等相关文本复印件（
加盖公章）；项目投产运营后，及时报送各类
统计报表。
２．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和本
协议附件（
若有）均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３．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后
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光固化材料是传统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的重要替代产品，是实现国家
ＶＯＣｓ减排战略、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随着世界各国对环保要求的
不断提高和技术进步，光固化材料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市场需求持续扩大。 公
司长期致力于通过自主研发创新， 为大气污染防治及下游各行业的产业升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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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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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利浩先生主持，应出
席董事９名，实际出席董事９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关于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２０２０年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
值测试后，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
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
关于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时
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曾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附：简历
曾增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８２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曾增先
生一直在公司任职，现任电力行业事业一部总经理，历任项目经理、实施中心副
总经理、电力行业事业一部副总经理。
曾增先生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增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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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曾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７８，８４０股。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曾增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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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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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召开第七届董

供环保、节能、高效的光固化产品、技术与服务。
本次签订的《
项目投资协议》符合国家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投资
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带动公司整体发展，与公司现有产品产生协同效应，提高公
司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投资项目计划自
２０２１年起逐步实施，拟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现有
业务的正常开展，预计对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中的项目预计投资金额等是在目前条件下结合市
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与预期存在差距，项目的实施与市场
供求、国家产业政策、技术进步、公司管理及资金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变化有关，项
目实际的投资金额以及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或
终止的风险。
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项目的投资进展情况，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
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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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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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
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保证日常经
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亿元
（
含２．００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权益凭证、结构
●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
● 履行的审议程序：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同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３票
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从而增加收益。
（
二）资金来源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
营，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２．００亿元（
含２．００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产品（
权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 前述额度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１２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可循环滚动使
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
体事项操作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１．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现金管理，严格筛选合作对
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
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保本型投资产品，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 协议等文
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
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公司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
及收益情况等，督促财务中心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并根据谨
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二、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委托理财受托方拟为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
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会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产品（
权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将会在不影响正常
经营，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能获得一定的收益，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提示
权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
拟购买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款、通知存款等）虽属低风险产品，但金融市场会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
期收益。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审议程序
（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并于同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
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
报。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
亿元（
含２．００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权
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
三）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保证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及公司子公
司对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因此，同意公司及公
司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亿元（
含２．００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权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
等）。
因此，我们同意《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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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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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以专人送出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３人，实际出席监事３人，由监事会主席陈波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
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
一）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
关于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
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１、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谨慎反映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会计政策的一贯性，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 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２、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存在一定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资产进行了减值计提，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５，
２０６．４７万元， 占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２２．９７％。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公告
３１日。 其中，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已计提２，８７２．９４ 万元，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披露（
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９）。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详情如下表：
２０２０年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占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应收账款

５，０６１．８３

２２．３３％

应收票据

１４４．９９

０．６４％

其他应收款

－０．３５

０．００％

５，２０６．４７

２２．９７％

合计

其中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约４１．３８ 万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除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外）约４，２９４．２１万元，国电
及其下属单位（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约－３２．０９万元，其他单位约９０２．９７万元。 本
次计提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１、应收账款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
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对应收账款划分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１：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组合２：应收其他客户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
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２、应收票据
对于应收票据，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
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对应收票据划分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 应收票据组合１：银行承兑汇票
· 应收票据组合２：商业承兑汇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３、其他应收款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

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
报。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
亿元（
含２．００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权
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天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
二）审议通过《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公司对子公司天津久瑞翔和商贸有限公司、天津久源
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州大晶新材料科技集团有
徐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晶信息）在２０２１年度内根
限公司及大晶信息化学品（
据实际资金需求开展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并购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
函、信用证、抵质押贷款等相关业务时提供担保，拟担保的总额度为人民币８０，
０００．００万元。 前述子公司中除大晶信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外，其他均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若公司后续为大晶信息提供担保，公司将要求大晶信息其他股东按所享
有的权益对其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天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２０２１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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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２０２１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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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被担保人为天津久瑞翔和商贸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久瑞翔和）、天津久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久源技
术）、内蒙古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古久日）、徐州大晶新材料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晶新材）及大晶信息化学品（
徐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大晶信息）。 前述被担保人均为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预计在２０２１年度对上
述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８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含８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其
中包含２０２０年度存续至本公告披露日对全部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前述担保额度
为最高担保额度，在２０２１年度内可滚动使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对
上述子公司担保余额１３，２４３．００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久瑞翔和、久源技术、内蒙古久日、大晶新材及大晶信息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拟对久瑞翔和、久源
技术、内蒙古久日、大晶新材及大晶信息在２０２１年度内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开展流
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并购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质押贷款
等相关业务时提供担保，拟担保的总额度为人民币８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前述担保额度
为最高担保额度，在２０２１年度内可滚动使用。 前述子公司中除大晶信息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外， 其他子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若公司后续为大晶信息提供担
保，公司将要求大晶信息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对其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于同日召
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１．天津久瑞翔和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
法定代表人：赵国锋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万人民币
久日化学股份公司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双辰中路２２号（
办公楼２楼）
经营范围：化工（
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日用百货、纸制品、工艺美术品、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仪器仪表、电线电缆、塑料制品、金属制品、文化
办公用品、文化办公用机械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
股权结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１００．００％股权
是否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２． 天津久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法定代表人：张齐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西青学府工业区学府西路１号东区Ｄ１２号Ｂ座３０２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材料信息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批发和零售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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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１００．００％股权
是否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３．内蒙古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
法定代表人：李可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万人民币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工业园区冶金化工区内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制造、加工、咨询、销售（
危化品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行业许可证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股权结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１００．００％股权
是否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４．徐州大晶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法定代表人：康文兵
注册资本：２，１０５．２６３２００万人民币
住所：邳州经济开发区沂蒙山路东侧
经营范围：信息化学品（
光刻胶、试剂、原料）、涂料、化学生物医药技术研发、
推广、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
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服务；物业服务；化工设备购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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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１００．００％股权
是否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徐州）有限公司
５． 大晶信息化学品（
成立日期：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
法定代表人：康文兵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万人民币
荣辉电力北侧）
住所：邳州经济开发区沂蒙山路东侧（
经营范围：信息化学品（
感光材料、试剂、原料）、涂料、化学生物医药原料的
生产及销售，科研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
依法须经批
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９３．３３％股权， 康文兵持有
６．６７％股权
是否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 其他应收款组合１：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 其他应收款组合２：应收其他单位
对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 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１２个月内或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５，２０６．４７万元，对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４，５２２．５１万元，对公司２０２０年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影响金额为－４，５２２．５１万元。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公 司 ２０２０ 年 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２６，２８８．５１ 万 元 ， 较 上 年 增 长
１５．９６％；２０２０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２６８，７８０．０１万元，较上年增
长８．４９％。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 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２０２０年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进行
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能够
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
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 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
范，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２０年修
订）》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
状况以及２０２０年度的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计提２０２０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和公司会计政策的
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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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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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监事会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德生先生主持，
应出席监事５名，实际出席监事５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
数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５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 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
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和公司会计
政策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
关于计提２０２０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时
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名称

总额资产

负债总额

２０１９年度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净利润

久瑞翔和

２０，２１１．９６

１５，３６１．９９

４，８４９．９７

６１，８９１．５６

２２５．８９

２２８．６９

久源技术

１５．３５

７．２５

８．１０

－

－１０３．０５

－８９．７２

内蒙古久日

２，２８２．４５

３１．７６

２，２５０．６９

－

－４９．３１

－４９．３１

大晶新材

６，０４１．３３

５，７５４．３９

２８６．９４

２８３．２１

－２６３．３１

－３０４．０７

大晶信息

２，８０６．８６

４９３．７０

２，３１３．１６

－

－６７７．０７

－６７７．７７

上述２０１９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其中上表中的大晶新材数据为大
晶新材单体公司数据（
因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大晶信息尚为大晶新材子公司）。
单位：万元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公司名称

总额资产

负债总额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净利润

久瑞翔和

２０，４０１．０２

１５，３００．５０

５，１００．５２

４０，６５８．４７

２５０．５５

２４６．５８

久源技术

２０，９９７．３３

２１，４６６．７５

－４６９．４２

１６，２４５．２０

－５０７．５３

－５０７．５３

内蒙古久日

９，７３９．０６

７５８．０７

８，９８０．９９

－

－１３９．７０

－１３９．７０

大晶新材

６，１１８．２８

５，８１８．０９

３００．１９

－

３００．６１

－３００．１３

大晶信息

２，５６８．９５

３６７．２５

２，２０１．７０

－

－６２．６１

－７３．０２

上述２０２０年前三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其中上表中的大晶新材数
据为大晶新材单体公司数据（
因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大晶信息尚为大晶新材子
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公司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与融资机构签订协议等相关事宜， 无需另行召开相
关会议及逐笔形成相关决议。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对公司子公司久瑞翔和、久源技术、内蒙古久日、大晶新材及大晶信息
在２０２１年度内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开展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并购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质押贷款等相关业务时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
司整体融资效率，满足公司各业务板块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前述子公司中除大晶
信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外，其他子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若公司后续为大晶
信息提供担保， 公司将要求大晶信息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对其提供同等比
例担保。 前述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无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关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会董事一致同意《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
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有利于子公司的长远发展，风险
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因此，我们同意《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项，无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的情况。 公司对公司全部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１４，
２４３．００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５．３４％和４．７９％。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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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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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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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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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１，０１１，４０５，５４０．５４

１，３３４，８６６，１３９．２４

－２４．２３

营业利润

１７０，１４３，５６２．８８

２９９，２５１，９７６．１０

－４３．１４

利润总额

１６８，４１９，３１７．５４

２９７，３３５，１４８．４２

－４３．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４０，５４１，０６３．２４

２４８，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４３．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９４，６５１，９９３．９０

２４０，５４８，８６０．４２

－６０．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１．２６

２．８５

－５５．７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４
本报告期末

２１．６０ 减少１６．３６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３，３１０，０３４，４１７．７５

２，９７３，６３４，４２７．７９

１１．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６２１，６８６，１６３．４０

２，６６７，２５９，７８９．７０

－１．７１

１１１，２２６，８００．００

１１１，２２６，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５７

２３．９８

－１．７１

股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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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
后续披露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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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０１１，４０５，５４０．５４元，同比减少２４．２３％；实
现营业利润１７０，１４３，５６２．８８元，同比减少４３．１４％；实现利润总额１６８，４１９，３１７．５４
元，同比减少４３．３６％；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１４０，５４１，０６３．２４元，同
比减少４３．４９％。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３，３１０，０３４，４１７．７５元， 较年初增长
１１．３１％；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２，６２１，６８６，１６３．４０元，较年初减少１．７１％。
２０２０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整体市场需求降低，产品竞争加
剧，价格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总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同比下降。
其中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 国内市场因春节假期和疫情叠加的影响， 开工率严重不
足；到了第二季度，国外市场因受疫情影响严重，生产需求下降，但国内市场的生
产恢复稍有起色；从第三季度开始，国外市场仍受疫情影响较大，但国内市场正
逐步恢复。 公司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同时，为了促进光引发剂在下游市
场的广泛应用，以及巩固并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以灵活的销售策略
和价格策略加强市场开拓，从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起，公司产品销量呈现增长趋势，
虽然公司的营业总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仍有所下降， 但公司在
２０２０年的产品销量已创历史新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稳步增长，客户和市场
对公司产品的认可度在持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
二）有关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１． 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２４．２３％，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３．１４％，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４３．３６％，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下降４３．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６０．６５％。 主要原因：受光引发剂市场行情竞争加剧及全球疫情影响，公司
为扩大国内外市场销售，加大市场占有率，采取了策略性降价，虽然公司产品短
期内利润空间被压缩，但是公司的产品销量及市场占有率呈增长趋势。
２．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５５．７９％，主要原因：２０２０年受光引发
剂市场行情竞争加剧及全球疫情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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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5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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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６９１，５１９，２２６．３９

１，５６５，２０８，５５８．８２

８．０７％

营业利润

３０３，９６３，５７０．７６

２２７，０２５，４４７．８３

３３．８９％

利润总额

３０３，６９１，４６４．０５

２２６，４９１，８４４．３５

３４．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２，８８５，０９９．３９

２２６，７０７，１５９．８５

１５．９６％

０．２３８４

０．２０５５

１６．０１％

１０．１６％

９．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０．５０％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３，１８１，８００，６９８．８２

２，９０６，２２２，０４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６８７，８００，１４１．３７

２，４７７，５３１，６５４．０１

８．４９％

股

１，１０２，４８６，１１２．００

８４８，０６６，２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４３７９

２．９２１４

－１６．５５％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元）

９．４８％

注：
１、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２、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的股
本数追溯调整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深化产品技术创新、强化业务模式变革，积极投身国产
化、智能化的国企数字化转型浪潮，营业收入稳定增长，成本费用控制良好，经营
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较上年分别增长３３．８９％、３４．０８％，增长的主
要原因系营业收入及投资收益较上年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股本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实施２０１９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
致，公司总股本从８４８，０６６，２４０股增至１，１０２，４８６，１１２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备查文件
如有）、会计机
１．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
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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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