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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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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执行董事李勇、陈永健先生对本次董事会第四项议案投弃权票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决议表决截止日为2021年4月11日，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4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0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巩宝生董事缺席表决。公司股东大唐西

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比例超过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提名的胡军董事在董

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了限制。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2020年度公司的关联交易活动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王欣、巩宝生、李勇、陈永健、冯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披露的《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上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

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西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已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上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关于与关联方加拿大丰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合作的议案》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李勇、陈永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中国银保监会和境内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定义的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将纳入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

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

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议案已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

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四、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关于与关联方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开展信贷业务合作

的议案》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胡军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2票。

李勇、陈永健董事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认为需进一步了解议案相关资料和内

容，暂对本议案予以弃权。

董事会同意按市场定价原则，向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新增4.9亿元授信。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中国银保监会定义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

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议案已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

次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关于与关联方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开展同业业务合作的

议案》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王欣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中国银保监会和境内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定义的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将纳入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

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

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议案已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

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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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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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年4月11日，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4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欣、巩宝生、李勇、陈永健、冯仑先生回

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加拿大丰业银行、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

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

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西安浐灞生

态区管理委员会、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对2021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 预计金额及所涉及交易内容符合业务实际需要， 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

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公允性原则；同意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

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

行，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西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已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

次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1、关联法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方

2020

年末业务余额

/2020

年度手续费等收

入

2021

年拟申请额度

2021

年拟开展业务

1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91,590 214,590

主要用于贷款、银承、保函、结构化融资、债券投资等

业务

342,250 420,000

主要用于为本公司客户提供担保业务

6,429 6,200

主要为手续费收入

2

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关联方

159,000 240,000

主要用于贷款、银承、保函、结构化融资、债券投资等

业务

3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71,000 230,000

主要用于贷款、银承、保函、结构化融资、债券投资、国

际业务等业务

- 30

主要为接受委托发放贷款等手续费收入

4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35,000

主要用于贷款、银承、保函等业务

7,079 30,000

主要用于为本公司客户提供担保业务

5

加拿大丰业银行

74,400 100,000

主要用于本外币拆放同业、存放同业

511 400

支付科技援助费

6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98,000 100,000

主要用于同业借款

60.2 60.2

科技服务费收入

7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0,000

主要用于贷款、银承、保函等业务

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280,000

主要用于同业存单、票据转贴现、存放同业、同业福费

廷买入等业务

2、关联自然人

对个人客户提供授信是本公司核心授信产品之一， 个人客户的授信融资主要包括个人综

合消费贷款、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个人商用房贷款、贷款承诺等表内外授信

业务，本公司个人客户可以根据其实际资金需求向本公司办理上述一项或多项授信产品。截至

2020年末，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授信业务余额8,110万元。2021年，本着风险可控和操作高效的原

则，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总授信预计金额1.5亿元，主要用于个人贷款、个人信用卡承诺等业务。

上述对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构成本公司对关联方的授信或交易

承诺。该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将按照本公司内部审批流程，落实业务风险审批

及关联交易审批，实际交易方案以本公司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审核意见为准。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有效期自相关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下一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该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无需重复履行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批及披露程序。 针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中同时满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认定标准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本公司同时执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程

序、授信集中度等相关监管要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法定代表人巩宝生，注册资本142.30亿元，是由

西安市财政局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该公司注册地址为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8号数字大

厦四层，经营范围包括：投资业务；项目融资；资产管理；资产重组与并购；财务咨询；资信调查；

房屋租赁，销售；物业管理；其他市政府批准的业务。

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32.57亿元，净资产220.24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0.98亿

元，净利润1.51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董事巩

宝生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二）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法定代表人彭晓晖，注册资

本100亿元，由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资。该公司注册地址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文景路中段16号白桦林国际A座6层，经营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园区建设投资及运营；房地产开

发、经营及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投资及运营；教育、文化投资及运营；高科技产品开发、投资及运

营；园林绿化服务及运营；投资和资本管理。

截至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477.59亿元，净资产124.44亿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

36.97亿元，净利润-1.95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三）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法定代表人马胜利，注册资

本85亿元，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出资。该公司注册地址为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48号创业广场B座

26层，经营范围包括：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截至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925.38亿元，净资产751.25亿元；2020年1-9月营业收

入129.64亿元，净利润8.6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四）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法定代表人李斌，注册资本30亿元，由西安浐灞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

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浐灞商务中心二期三楼301室，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与管理；财

务咨询；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咨询；金融外包服务；项目投资；物业管理；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的

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商业运营管理；电子商务；网上平台开发建设；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报关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4.39亿元，净资产24.61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34亿元，

净利润0.49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五）加拿大丰业银行

1、基本情况

加拿大丰业银行于1832年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成立，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为Brian� J.�

Porter。加拿大丰业银行是加拿大最国际化的银行，并且是北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及中美

洲和亚洲顶尖的金融机构之一，主要通过加拿大业务部、海外银行业务部和环球银行及市场部

向其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个人与中小企业银行、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企业及

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相关产品和服务等。 加拿大丰业银行已在多伦多和纽约两家股票交易所

上市。

截至2020年10月31日（丰业银行2020会计年度截止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1,364.66亿加元，

净资产705亿加元；2020会计年度营业收入313.36亿加元，净利润68.53亿加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六）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法定代表人周亚琳，注册资本15亿元，由本公

司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8号林凯国际大

厦20层2001、2002、2012室，经营范围包括：接受境内外股东及其所在集团在华子公司和境内股

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

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等经中国银监会批

准的业务。

截至2020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145.09亿元， 净资产20.26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4.08亿

元，净利润1.16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王欣先生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

（七）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2月，法定代表人王伟，注册资本2.367亿元，实际控

制人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3001号华

商传媒中心2号楼13F，经营范围包括旅行社、餐饮、酒店、娱乐、商业、旅游服务、旅游交通、景区

开发、房地产开发、商业等多个领域。

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3.26亿元，净资产8.93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99亿元，

净利润0.33亿元。

2、关联关系

本公司监事傅瑜先生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八）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6月，法定代表人李晓鹏，注册资本466.79亿元，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

号中国光大中心，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等经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业务。

截至2020年末， 该行资产总额53,681.10亿元， 净资产4,549.98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

424.79亿元，净利润379.05亿元。

2、关联关系

本公司独立董事冯仑先生担任该行独立董事。

（九）关联自然人

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西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预计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有利于充分发

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稳妥拓展本公司业务；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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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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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绿康生化” ）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聘任黄景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黄景文先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黄景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99-2827451

传真：0599-2827567

邮箱：lkshdm@pclifecome.com

地址：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6�号

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简历

黄景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11年-2021

年历任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研究员、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恒大金融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研究员、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员。

黄景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黄景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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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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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景

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002868� � �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1-050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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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绿康生化”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临时）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4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2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8

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赖潭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表决通过了

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景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就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独立意见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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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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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一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基本持平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21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

2020

年

1-3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450

万元至

650

万元 亏损：

1,603.4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382

元

/

股至

0.0552

元

/

股 亏损：

0.1667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公司业务受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减弱。公司聚焦教育培

训主业，稳健经营，加速以科技赋能个性化教育，丰富个性化产品矩阵，增强了盈利能力。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结果，最终以公司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26� � � �证券简称：紫光学大 公告编号：2021-028

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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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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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429,882,904.40 2,991,938,325.34 -18.79%

营业利润

81,458,586.54 47,782,199.07 70.48%

利润总额

77,923,405.95 43,153,081.82 8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687,682.56 13,865,025.00 21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42 0.1441 215.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6% 15.14% 21.3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17,005,000.16 3,596,294,654.80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0,450,809.04 99,172,516.10 41.62%

股 本

96,195,107.00 96,195,10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46 1.03 41.75%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积极应对，采取了转化教学模式、拓展增

量市场、深耕教研、提高运营效率、严控成本费用等举措，自下半年经营业绩逐步好转，但公

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仍有所下降。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30亿元，受疫情影响较上年同期下降18.7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68.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09%，主要原因是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

增长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 《2020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1-002）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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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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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80�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8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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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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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709,816.20 640,311.47 10.85

营业利润

10,717.20 5,808.75 84.50

利润总额

10,516.19 6,700.89 5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5.44 5,664.41 7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12 0.0457 77.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91 1.67

增加

1.24

个百分点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2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70,268.66 893,079.82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0,946.75 340,636.10 3.03

股 本

124,078.76 124,078.7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83 2.75 2.9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9,8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85%，主要是公司积极

克服疫情影响，抢抓住市场机遇，产品销量增加；

2、2020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0,516万元，同比增加3,815万元，影响其增减变动的主要

原因如下：

(1)产品销售规模同比增加，使利润同比增加10,887万元,毛利率降低影响利润13,696万

元。

(2)公司本年度期间费用同比减少3,830万元，主要是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与产品销售

相关的运输费等相关费用12,968万元调整至成本核算,销售费用同比降低11,272万元；管理费

用增加2,585万元，主要是由于管理人员薪酬增加2,544万元；研发费用同比增加2,146万元，主

要是由于研发人员增加，相应薪酬增加2,510万元；财务费用增加2,711万元，主要是本期汇兑

损失同比增加5,341万元，利息费用同比减少2,145万元。

(3)公司本年度确认的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使利润总额同比增加9,230

万元，主要由于同期抚起计提单项减值损失影响。

(4)公司本年度确认投资收益减少2,418万元，主要由于小松山推利润降低。其他收益减少

2,658万元，主要由于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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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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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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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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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8,921.65

万元–

9,645.03

万元 盈利：

2,411.26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70% - 300%

基本每股收益（注） 盈利：

0.0705

元

/

股–

0.0763

元

/

股 盈利：

0.0194

元

/

股

注： 鉴于报告期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向激励对象授予2527万股普通股，2021年1-3

月基本每股收益按限制性股票激励实施完毕后总股数1,266,057,611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的。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1-3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工程

机械行业继续保持高景气度，公司抓住市场机遇，产品销售规模同比大幅增加。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2、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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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增持股份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2日收到公司股东山

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梦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磐金置业” ）及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森物流” ）递交的《关

于增持股份超过1%的告知函》《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

关资料。磐金置业和鸿森物流于2021年4月8日至2021年4月9日期间，通过深港通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122,000.00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39%。

2021年3月30日至2021年4月12日期间，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39,892,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本次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19,677,3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达到权益变动的披露标准，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份超过1%情况

1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增持股东 股份种类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磐金置业

H

股

2021

年

4

月

8

日

10.00 0.01%

鸿森物流

H

股

2021

年

4

月

8

日

524.00 0.66%

2021

年

4

月

9

日

578.20 0.72%

2021

年

4

月

12

日

445.04 0.56%

合 计

1,557.24 1.95%

2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智梦控股

6,749.49 8.46% 6,749.49 8.46%

磐金置业

3,090.00 3.87% 3,100.00 3.89%

鸿森物流

571.00 0.72% 2,118.24 2.65%

合计持有股份

10,410.49 13.05% 11,967.73 1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10.49 13.05% 11,967.73 1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东街与金海路交叉路口东

100

米路北

法定代表人： 薛明亮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RL7553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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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20

年

03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薛明亮

通讯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东街与金海路交叉路口东

100

米路北

联系电话：

0536-5361632

企业名称： 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永乐路（原寒五路）东侧

2501

号

法定代表人： 宋龙江

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F17WH3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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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营期限：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山东磐金锻造机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永乐路（原寒五路）东侧

2501

号

联系电话：

0536-5366018

企业名称： 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寒五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宋永奇

注册资本：

1,1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D5WAK6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停车场服务；机动车修理和

维护；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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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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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7

年

1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宋永奇

通讯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寒五路南侧

联系电话：

0536-5364011

2、增持目的：看好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并根据自身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而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

3、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列（

%

）

港股（港元

/

股） 港股 合计

智梦控股 集中竞价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

2.14 3,910,000 3,910,000 0.490

磐金置业 集中竞价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

2.35 14,800,000 14,800,000 1.855

鸿森物流 集中竞价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

3.52 21,182,400 21,182,400 2.655

合计 一 一 一

39,892,400 39,892,400 5.000

4、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权益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79,784,91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9,677,310.00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行为是基于看好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并根据

自身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初步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通过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竞价和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委托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山东墨龙石油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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