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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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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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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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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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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00至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1年4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召开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一号楼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夏仲昊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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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574,048,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72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70,995,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44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3,052,8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052,8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75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3,052,8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6项提

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160,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8％；反对

2,867,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5％；弃权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3842％；反对2,

867,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3.9312％； 弃权2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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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的

0.6846％。

表决结果：通过。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160,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8％；反对

2,867,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5％；弃权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3842％；反对2,

867,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3.9312％； 弃权2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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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的

0.6846％。

表决结果：通过。

3.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543,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6％；反对

2,48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8％；弃权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7.9374％；反对2,

484,3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1.3780％； 弃权2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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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的

0.6846％。

表决结果：通过。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14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35％；反对

2,88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9％；弃权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4.7497％；反对2,

886,9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5657％； 弃权2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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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的

0.6846％。

表决结果：通过。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439,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54％；反对

2,60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4.5274％；反对2,

60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5.4726％；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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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2,001,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3％；反对

2,026,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0％；弃权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5,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2.9355％；反对

2,026,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6.3799％；弃权2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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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的

0.6846％。

表决结果：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亮、张悦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现行有效之《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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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4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71,510,000 49.68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194,361 12.56

3 沈国英 12,240,000 1.29

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9,618,707 1.01

5 杭州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9,451,985 1.00

6 TEMASEK�FULLERTON�ALPHA�PTE�LTD 8,350,079 0.88

7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7,507,159 0.79

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宽远价值复

兴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700,000 0.71

9 杭州银创投资有限公司 6,318,000 0.67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6,299,776 0.66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71,510,000 49.68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194,361 12.56

3 沈国英 12,240,000 1.29

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9,618,707 1.01

5 杭州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9,451,985 1.00

6 TEMASEK�FULLERTON�ALPHA�PTE�LTD 8,350,079 0.88

7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7,507,159 0.79

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宽远价值复

兴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700,000 0.71

9 杭州银创投资有限公司 6,318,000 0.67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6,299,776 0.66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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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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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177,196.54万元-202,510.33万元 126,568.96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4,301.46万元-39,201.67万元 盈利：24,501.04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盈利：30,286.89-34,072.75万元 盈利：18,929.31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60%-8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6元/股-0.42元/股 盈利：0.26元/股

同比上年增长：40%-60%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本期业绩扭亏为盈的原因

由于新冠疫情，公司2020年一季度生产、销售及产品安装等环节受到较大影响。 本

报告期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受益于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公司在全渠道、全品类表

现较好，因此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1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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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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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科转债” 将于2021年4月22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 每10张 “交科转债”

（面值1,000.00元）利息为4.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1年4月21日。

3.除息日：2021年4月22日。

4.付息日：2021年4月22日。

5.“交科转债” 票面利率：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6.“交科转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1日，凡在2021年4月21日（含）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1年4月21日卖出本期债券的

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1年4月22日。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发行了2,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5亿元。 根据《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交科转债” 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

次，现将“交科转债” 2020年4月22日至2021年4月21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科转债” 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交科转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107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250,000.00万元（2500万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250,000.00万元（2500万张）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0年5月22日

6.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0年4月22日至2026年4月22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0年10月28日至2026年4月22日

8.债券利息：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9.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所有到期未

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

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

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

每年付息日之后的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

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

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0.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结算机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1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浙商证券

12.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3.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可转债

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

息为“交科转债” 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0年4月22日至2021年4月21日，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0.40%，本次付息每10张“交科转债”（面值1,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4.00

元（含税）。

对于持有“交科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

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

发利息为3.20元；对于持有“交科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

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

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4.00元；对于持有“交科转

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4.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

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1年4月21日

2.除息日：2021年4月22日

3.付息日：2021年4月22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至2021年4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划付本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

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

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

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

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

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

业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571-8756� 9087

传真：0576-8756� 9352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67� � � �证券简称：先锋电子 公告编号：2021-374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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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4,441,163.32 317,748,394.53 11.55%

营业利润 24,006,312.80 30,061,974.95 -20.14%

利润总额 24,046,396.80 30,436,118.30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14,669.03 27,518,094.77 -24.00%

基本每股收益 0.14 0.18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3.79% -0.9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99,153,752.37 890,693,593.44 1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3,353,230.52 737,688,561.49 2.12%

股本 150,000,000 15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02 4.92 2.12%

单位：元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444.12万元，同比增长11.55%；实现营业利润2,

400.63万元，同比减少20.14%；实现利润总额2,404.64万元，同比减少20.99%；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1.47万元， 同比减少24.00%； 基本每股收益0.14元， 同比减少

22.22%。

公司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在NB-IoT、云平台等技术研发领域持续投入，根据主营各产

品线的特点，继续致力于改善主业收入结构的目标，重点加大物联网智能燃气表的销售力

度， 扩大物联网智能燃气表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2020年公司物联网产品确认

销售终端数量同比增长75.89%，确认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4.91%，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99,915.38万元，同比增长1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75,335.32万元， 同比增长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2.1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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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67� � � �证券简称：先锋电子 公告编号：2021-375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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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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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50万元–200万元 亏损：286.8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26%�-�47.7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元/股–0.0133元/股 亏损：0.0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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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积极落实政府疫情防控要求下，顺利保障了生产销售的进度，实现产

销量同比增加，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2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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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一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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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800万元–4,300万元 亏损：9,012.9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67元/股–0.0415元/股 亏损：0.087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预测，公司2021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3,800万元至亏

损4,300万元之间。本期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一季度固定成本分

摊较高，出现常规季节性亏损；报告期内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成本，减少了当期净利润。 本

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明显，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不足、供应商及客

户交付延缓；本报告期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业务总体恢复常规情况。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拟于2021年4

月30日披露的2021年一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58� � �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2021-040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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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胶谷橡塑新材料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5,120,5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5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袁仲雪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张必书先生、刘燕华女士，独立董事许春华女士、刘

树国先生、董华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晓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120,481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120,481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茹、徐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1-02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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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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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15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15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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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5一9:25,9:30一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9:15-15:00。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331,942,19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2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4,306,1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169,459 99.9772% 4,800 0.0014% 74,100 0.02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16,187 99.9206% 4,800 0.0048% 74,100 0.0746%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2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169,459 99.9772% 12,800 0.0037% 66,100 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16,187 99.9206% 12,800 0.0129% 66,100 0.0665%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2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169,459 99.9772% 12,800 0.0037% 66,100 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16,187 99.9206% 12,800 0.0129% 66,100 0.0665%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169,459 99.9772% 4,800 0.0014% 74,100 0.02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16,187 99.9206% 4,800 0.0048% 74,100 0.0746%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131,041 99.9661% 102,018 0.0295% 15,300 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277,769 99.8820% 102,018 0.1026% 15,300 0.0154%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228,259 99.9942% 4,800 0.0014% 15,300 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74,987 99.9798% 4,800 0.0048% 15,300 0.0154%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15,025,476 99.8664% 12,800 0.0851% 7,300 0.04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5,476 99.8664% 12,800 0.0851% 7,300 0.0485%

本议案中，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三环控股）、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文简称特瑞达斯）和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中文简称台全公司）

为关联股东。 三环控股是本次交易对方北京三环希融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特瑞达

斯为本次关联交易对方； 台全公司是本次交易对方台全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三环控股持有表决权的股份246,853,272股；特瑞达斯持有表决权的股份44,117,699股；

台全公司持有表决权的股份40,231,812股。 关联股东三环控股、特瑞达斯公司和台全公司

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公司聘任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169,459 99.9772% 4,800 0.0014% 74,100 0.02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16,187 99.9206% 4,800 0.0048% 74,100 0.0746%

审议结果：通过。

9、选举王彦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46,228,259 99.9942% 4,800 0.0014% 15,300 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9,374,987 99.9798% 4,800 0.0048% 15,300 0.0154%

审议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冯晓晨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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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等相关文件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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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3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审计报告》和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内容录入有误，现

更正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第十二部分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更正前：

5、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

易额度

是否超过

交易额度

上期发生额

宁波虔宁特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磁材产品 158,851,055.57 2,263,250.67

更正后：

5、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

易额度

是否超过

交易额度

上期发生额

宁波虔宁特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磁材产品 8,642,963.98 2,263,250.67

二、《2020�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第十部分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更正前：

5、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采购与销售情况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万元） 上期发生额（万元）

宁波虔宁特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磁材产品 15,885.11 226.33

更正后：

5、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采购与销售情况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万元） 上期发生额（万元）

宁波虔宁特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磁材产品 864.30 226.33

三、《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第三部分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更正前：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磁材产品销售 4,428,434,532.50 3,858,642,087.31 12.87% 11.63% 19.29% -5.59%

更正后：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磁材产品销售 4,428,434,532.50 216,984,394.02 12.87% 11.63% -34.70% -5.59%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相关文件中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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