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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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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于 2021

年 4月 8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1年 4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加

董事 8人，实际参加董事 8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董长清、梁磊、秦军满 3人回避表决）。

根据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8,629.72万元予以确认。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发生原材料采

购、设备销售等关联交易，预计交易总金额约为 13,670万元人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件。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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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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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有色集团” ）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原材料采购、设备

销售等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2021年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约为 13,670万元，2020年

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8,629.72 万元，超出预计金额 218.72 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锌精矿粉支出增加所致。

2021年 4月 15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董长清、梁磊、秦军满 3 人

回避表决），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8,629.72 万

元予以确认。

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

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

额（元）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购买药剂

市场定价

3,400,

000.00

597,

571.67

2,629,469.00

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

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锌精矿粉

39.000.00

0.00

3,889,

119.58

21,127,

072.60

大冶有色机电设备修造有

限公司

机电设备及备品备

件

1,500,

000.00

0 1,151,862.65

小计

43,900,

000.00

4,486,

691.25

24,908,

404.25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机电设备、备

品备件等

市场定价

1,000,

000.00

0 12,389.38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30,000,

000.00

12,410,

364.00

41,938,

223.95

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

2,500,

000.00

165,

592.91

639,194.70

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限

公司

25,000,

000.00

440,

248.31

18,798,

971.93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

5,000,

000.00

4,990,

105.78

-

中国有色集团下属子公司 销售 HDPE管材 市场定价

29,300,

000.00

0 -

小计

92,800,

000.00

19,798,

116.88

61,388,

779.96

注：因公司控股子公司销售 HDPE管材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根

据深交所《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购买药剂

2,629,

469.00

2,410,

000.00

0.04% 9.11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

告 编

号

2020-

034

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

山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锌精矿粉

21,127,

072.60

19,000,

000.00

0.28% 11.20

大冶有色机电设备修造

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及备品

备件

1,151,

862.65

600,

000.00

0.02% 91.98

小计

24,908,

404.25

22,010,

000.00

- 13.1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机电设备、

备品备件等

12,389.38

1,500,

000.00

0.00% -99.17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销售机电设备、

备品备件等

41,938,

223.95

40,000,

000.00

0.64% 4.85

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机电设备、

备品备件等

639,194.70

600,

000.00

0.01% 6.53

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机电设备、

备品备件等

18,798,

971.93

20,000,

000.00

0.29% -6.01

小计

61,388,

779.96

62,100,

000.00

- -1.1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0年， 公司部分单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高于预计总金额的 20%以上的原因是公司子公司产

品销量增加， 增加了相关设备和备品备件的采购。

2020年，公司部分单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低于预计总金额的 20%以上的原因是因关联人需求

低于预期，减少了相关设备的采购。

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

原则进行业务合作，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稳健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无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铁岭市银州区北三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伍佰陆拾壹万贰仟伍佰圆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选矿药剂、胶粘剂、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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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总资产 24,305.17 万元， 净资产 14,

168.6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4,788.60万元，净利润 458.68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机电”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色白矿”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为铁岭选

矿药剂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股比例 51%）。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色机电和中色白矿向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采购药剂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良好，能够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能满

足公司需求，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透山矿业” ）

注册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红透山镇

法定代表人：张春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贰拾陆万元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铜矿开采，锌、金、铅矿石浮选，物业管理，货物运输。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红透山矿业总资产 49,890.55 万元，净资产 -26,745.82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58,942.39万元，净利润 7,319.20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锌业”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

中国有色集团为红透山矿业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54.4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色锌业向红透山矿业采购锌精矿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色锌业多年来一直与红透山矿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该公司依法持续经营，能够遵

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能满足公司需求，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大冶有色机电设备修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冶有色机电设备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冶有色机电公司” ）

注册地址：湖北省大冶市城西北工业园 25号

法定代表人：侯琼英

注册资本：玖仟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经营范围：冶金矿山设备、建筑设备及非标设备的制作与安装、销售及售后服务等。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大冶有色机电公司总资产 28,321.01 万元， 净资产 7,843.24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9,459.08万元，净利润 156.04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为大冶有色机电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中国有色集团持有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7.99%股份，大冶有色机电公

司为后者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大冶有色机电

公司采购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大冶有色机电公司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良好，能够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能满足公

司需求，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国贸” ）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驻京办 1号楼 909室

法定代表人：高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壹仟捌佰万玖仟伍佰玖拾贰元肆角贰分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万玖仟伍佰玖拾贰元肆角贰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材料、辅料、润滑油、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

矿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交通运输设备、建筑材料、橡胶制品、工模卡具、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件、煤制品、木材、电子产品、工艺美术品、纺织品、服装、家用电

器、制冷设备、饲料、皮革制品的销售；设备租赁、包装、仓储；咨询、展览、技术交流业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色国贸总资产 615,709.69 万元，净资产 77,166.72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3,667,855.58万元，净利润 14,175.63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中色国贸为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且中色国贸为中色机电股东（中色国贸持有中色机电 12%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中色国贸销售设备、备件等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色国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五）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比希铜冶炼” ）

注册地址：32NEOS� Chomba� Road,� Kitwe,� Zambia

法定代表人：王小卫

注册资本：2,000美元

企业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经营范围：粗铜及硫酸的加工生产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谦比希铜冶炼总资产 603,017.59 万元，净资产 407,116.7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767,501.71万元，净利润 51,667.55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为谦比希铜冶炼的实际控

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谦比希铜冶炼销售设备备件产品构

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谦比希铜冶炼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六）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国际矿业” ）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星火路 10号 A416

法定代表人：余利先

注册资本：39,683.33万元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包工程项目；工程招标；工程勘探、咨

询、监理；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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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色国际矿业总资产 294,829.27 万元，净资产 32,244.04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4,514.11万元，净利润 -13,595.52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为中色国际矿业的控股股

东（持股比例 70.4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中色国际矿业销

售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色国际矿业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七）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阿拉巴公司” ）

注册地址：N°311� Boulevard� Kabila,� Commune� Manika,� Kolwezi,� Lualaba,� DRC

法定代表人：范巍

注册资本：20,000美元

企业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经营范围：粗铜、阳极铜、阴极铜、钴产品和硫酸及二氧化硫的生产、经营,以及由于铜、钴

产品生产所导致的其他一些附属产品的生产、经营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卢阿拉巴公司总资产 382,584.06 万元，净资产 87,616.57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93,065.69万元，净利润 5,575.10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为卢阿拉巴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卢阿拉巴公司销售产品构成了关联

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卢阿拉巴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八）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非矿” ）

注册地址：Enos� Chomba� Road� ,Kitwe� ,Zambia

法定代表人：胡国斌

注册资本：7449.12万元

企业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经营范围：铜产品采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709,147.05 万元， 净资产 13,

019.7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94,199.55万元，净利润 9,285.3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集团为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销

售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和支

付能力。

（九）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号

法定代表人：奚正平

注册资本：605,304.2872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国内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

经营管理；承担有色金属工业及其他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公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工

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公路、铁路、桥梁、水电工程项目的承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供配

电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研制、开发和销售；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汽车仓储、展览展示；汽车的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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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中国有色集团总资产 10,956,857.51万元， 净资产 3,888,295.3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3,616,351.13万元，净利润 201,002.87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NFC� DEVELOPMENT（DRC）COMPANY� LIMITED� SARL（以下简称“NDCL” ）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33.7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NDCL向中国有色集团下属子公司销售 HDPE管材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有色集团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及各控股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采购、销售、服务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

惠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数量计算。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

行业普遍习惯做法或公认规则执行。

2、公司控股子公司采购锌精矿，价格以到货上月 26 日至到货当月 25 日上海有色金属网

公布的上海现货行情，1#锌锭每交易日报价区间平均价的算术均价为月均价。

3、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出售产品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1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属公司为满足日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交易，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经济效益。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交易价格采用市场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向独立董事事前征求意见，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意见，认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需要， 公平合理、

定价公允，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该项议案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1-054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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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进展情况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于

近日收到河北京南·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六代有源矩阵有机发光

显示器件（AMOLED）面板生产线项目的专项扶持奖励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10 日和

2021年 2月 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和《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进

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已累计到账 33,000 万元，尚余 37,000 万元未到账，

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收款的进展情况。

二、备查文件

1．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33� � �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7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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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对外披露了《关

于与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为提升公司对外投资能

力，提高投资效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塔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牌创

投” ） 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暨普通合伙人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

合伙人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签署了《珠海广发信德厚疆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共同设立珠海广发信德厚疆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本合伙企业” 、“本基金” ）。本合伙企业总投资额为 45,650万元，其中塔牌创投认缴出

资额 4,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8.76%。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9日对外披露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本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已完成募集工作。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收到通知：珠海广发信德厚疆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完

成基金备案。 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珠海广发信德厚疆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1年 4月 14日

备案编码：SQH031

基金类型：创业投资基金

组织形式：合伙型

运作状态：正在运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基金后续运作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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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983� � � �证券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2021-024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裁艾小明先生拟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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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总裁、法人代表

艾小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艾小明先生因个人原因，计划将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辞去公

司总裁、法人代表职务。在 2021年 4月 30日前，其本人仍继续履行总裁、法人代表职责。同

时，艾小明先生仍将保留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成员、董事会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职务。

本次公告后，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召开董事会，明

确公司 2021年 4月 30日后总裁、法人代表的职责担当人选 ，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运营。

公司对艾小明先生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630�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1-020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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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

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4 月 15 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4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15-9∶25 和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66号华西能源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9人，代表股份 279,

382,9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6605%。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278,648,86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3.598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 25 人， 代表股份 734,1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22%。

（3）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6 人，代表股份 2,110,5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1787%。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康达（成都）律

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浙江华西铂瑞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896,8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260%；反对 486,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76.9675%；反对 48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32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杨波、王宏恩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

议见证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25�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1-2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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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

摘要》已于 2021年 4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为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0 年年

度报告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举办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

会。

一、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3:00-5:00

2.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陈振宇先生，总经理王跃轩先生，财务总监孙潇潇女士，董事会秘

书张旺先生，独立董事刘桥先生。

3.参与方式：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

二、征集问题事项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4月 22 日下午 14: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 2020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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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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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11: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4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4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院电子城 IT 产业园 C3B 座东易大

厦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8日（星期四）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184,286,8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926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4,236,77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3.9143％；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0,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119％。

2、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4 名， 代表公司股份 51,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5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004％；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0,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1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236,7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8％；反对 5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2％；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070％；反

对 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93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236,7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8％；反对 5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2％；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070％；反

对 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93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庆洋、唐爽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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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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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详情请见公

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临 2021-014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年 4 月 15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4,630,08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9%，最高成交价为 19.62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15.72 元 / 股，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68,537,541.85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行为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6

2021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