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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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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年4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3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表决董事11名。 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

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公司运营

效率，公司对总部部门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

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及进一步优化等相关事宜。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

架构图附后。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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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京汉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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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60,504,3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75%）计划在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11月13日，窗口期不减持）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623,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

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美谷” 或“公司” ）于2021年4

月1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汉控

股” ）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京汉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60,504,31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7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减持原因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

比例

减持股份

来源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京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自身经营需求

2021/5/13-2021/1

1/13

不超过15,623,600

股

不超过2%

非公开

发行

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

视市场价格确

定

京汉控股不存在未履行完成的股份限售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京汉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 《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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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治理结构、股

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京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

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四、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计划告知函》。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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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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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显示的拍卖竞价结果，邢

加兴先生所持有的公司80,000,000股A股股票已全部竞买成交， 若本次被拍卖的80,

000,000股A股股票全部或大部分完成过户， 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 截至目前， 邢加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0,274,425股， 占公司总股本

14.66%；邢加兴先生之一致行动人上海合夏持有公司股份45,204,390股，占公司总股

本8.25%； 邢加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合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5,478,815股，占

公司总股本22.91%。 若本次拍卖的80,000,000股公司股份全部完成过户，海通资管将

持有80,0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4.61%；邢加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

降至274,425股，占公司总股本0.05%。

● 截至目前， 上海合夏所持有的45,200,0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21年3月26日全

部竞买成交，买受人为上海其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若该部分股份全部

完成过户， 上海其锦及其一致行动人文盛资产将合计持有公司106,800,000股A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19.50%，可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已产生竞价结果，后续尚涉及成交价款差额支付、法院

出具成交裁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等环节，本次拍卖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拉夏贝尔” ）于2021年3

月27日披露了《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52），因第一次拍卖过程中，部分竞买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

支付成交款差额， 邢加兴先生所持有的合计80,000,000股公司A股股票未能处置成

功。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4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

（以下简称“司法执行平台” ）公开进行第二次司法处置，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概述

因邢加兴先生未履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公证债权，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1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拍卖邢加兴先生持有的

141,600,000股公司A股股票（均为限售流通股）。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裁定，邢

加兴先生所持有的61,600,000股公司A股股票归买受人文盛资产及上海其锦所有，该

部分股份已完成过户。 因部分竞买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成交款差额，其所涉

及的合计80,000,000股公司A股股票未能处置成功， 该部分股份于2021年4月 16日在

司法执行平台公开进行第二次司法处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1日、

2021年3月8日、2021年3月23日、2021年3月24日、2021年3月26日及2021年3月27日披露

的 《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3）、《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41）、《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47）、《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48）、《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拍卖

进展暨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0）及《拉夏贝尔关于实际

控制人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

二、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2021年4月16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查询

《*ST拉夏（股票代码：603157）8,000万股限售股成交结果公告》，以及收到上海金融

法院（2020）沪74执425号《股票处置竞买结果通知书》获悉：

在处置过程中，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证券行业支持民企系列

之海通证券资管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通过竞买账号D8901***03以每股单价2

元，申报竞买80,000,000股，共160,000,000元的价格竞买成交。

以上结果仅为股票处置过程中竞买人的竞价结果，本次股票处置尚涉及成交价

款差额支付、法院出具成交裁定、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等环节，最终结果具有不确

定性。 上海金融法院已通知上述竞买人按《司法处置股票公告》要求在2021年4月24

日前将成交价款差额付至上海金融法院指定账户，股票处置的最终结果以上海金融

法院出具的成交裁定为准。 若本次拍卖的股票完成过户登记，公司将发生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本次拍卖买受人发出《问询函》，但尚未得到回

复。 目前公司未知海通资管与公司股东之间是否为关联公司或构成《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邢加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0,274,425股，占公司总股本14.66%；

邢加兴先生之一致行动人上海合夏持有公司股份45,204,390股，占公司总股本8.25%；

邢加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合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5,478,815股， 占公司总股

本22.91%。

若本次拍卖的80,000,000股公司股份全部完成过户， 海通资管将持有80,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4.61%；邢加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降至274,425股，

占公司总股本0.05%；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截至目前，上海合夏所持有的45,200,0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21年3月26日全部

竞买成交，买受人为上海其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若该部分股份全部完

成过户，上海其锦及其一致行动人文盛资产将合计持有公司106,800,000股A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19.50%，可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3、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已产生竞价结果，后续尚涉及成交价款差额支付、法院出

具成交裁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等环节，本次拍卖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拍卖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

力等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5、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渠道为《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com.hk），有关公司信息均

以在上述渠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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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信息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20,487.60万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7,825.67万

元，证券业务收入9,207.05万元。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41家，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农林牧

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综合业等，审计收费共计5,650.00万元。

（四）执业信息

1、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任项目合伙人赵卫华先生、质量控制负责人王丽敏女士、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凤文先生均具有中

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1）拟任项目合伙人、签字会计师赵卫华先生从业经历

赵卫华先生：1998年12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8年6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

1998年6月开始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了山

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

（2）拟任质量控制复核人王丽敏女士从业经历

王丽敏女士，2001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年开始在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共签署或复核了上市公司审计报告8份。

（3）拟任签字会计师刘凤文先生从业经历

刘凤文先生，2010年9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年12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

2008年11月开始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16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共签署或复核

了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

（五）诚信记录

1、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三年受到行政监管措施1次，无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

自律处分。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处理处罚类型 处理处罚决定文号 处理处罚决定名称

处理处罚机

关

处理处罚日期

是否影响目

前执业

1 行政监管措施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21号

关于对山东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山东证

监局

2018年4�月16

日

否

2、拟任签字注册会计师赵卫华先生和刘凤文先生最近三年均未受到任何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和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

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

董事会提议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经审阅相关议案及材料，我们认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在审计服务工作中，能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

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因此，我

们同意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审计公司2020年度报表工作中尽职尽责，能够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从事财务报表及其他事项的审计工作，能够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

规范，独立、客观、公正的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意见，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且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资质条件，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本次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资质。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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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与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预计年度累计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615万元。

2、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江苏建华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年初 至 披 露

日 已 发生 金

额

上年 发 生 金

额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

司

采购原材料等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遵循

公平合理的

定价原则，由

双方协商确

定。

20 0.43 35.44

中山建华墙体材料有限

公司

采购原材料等 30 3.10 3.06

建华建材销售（广东）有

限公司

采购产品等 1,220 31.50 1,002.84

建华建材（惠州）有限公

司

采购原材料等 30 0.00 10.86

建华建材（安徽）有限公

司

采购产品等 400 0.00 0

小计 - 1,700 35.03 1,052.2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汤始建华建材（上海）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90 48.74 131.31

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等 45 10.36 725.51

建华建材（吉林）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等 2,000 0.00 0

建华建材（辽宁）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等 1,500 0.00 0

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等 13 0.00 613.11

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等 40 8.51 30.06

建华建材销售（广东）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4,130 55.43 347.28

建华建材销售（浙江）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2,260 0.00 0

建华建材科技（江苏）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565 0.00 0

建华建材科技（淮安）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904 0.00 0

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100 0.00 4.45

淄博悦景置业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等 5 0.00 3.94

小计 - 11,652 123.05 1,855.66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运输等劳务 8,258 636.38 2,558.61

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

接受运输等劳务 410 151.63 0

建华建材（镇江）有限公

司

接受软件服务等劳务 10 0.00 9.43

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设计等劳务 45 0.00 34.59

小计 - 8,723 788.00 2,602.63

租赁关联人资

产

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

司

租赁土地房产等 410 92.03 13.10

建华建材（惠州）有限公

司

租赁土地房产等 54 8.26 33.03

小计 - 464 100.29 46.13

向关联人出租

资产

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

司

出租土地房产等 50 0.00 59.34

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出租土地房产等 21 1.45 0

淄博悦景置业有限公司 出租土地房产等 5 0.68 0

小计 - 76 2.13 59.34

总计 - - 22,615 1,048.49 5,615.9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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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采购

商品

苏州裕景泰控股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12.44 950 0.508% -67.11%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4月29日、

2020年7月11日、

2020年12月11日在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6）《关于

增加2020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64）《关于

增加2020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113）

安徽硕望建材贸

易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51.74 2,400 0.084% -97.84%

建华建材（鄂州）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5.44 410 0.058% -91.36%

建华建材（河南）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0.08 5 - -98.40%

江苏建景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77 5 0.005% -44.60%

中山建华管桩有

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43.76 700 0.071% -93.75%

建华建材（惠州）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10.86 11 0.018% -1.27%

中山建华墙体材

料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06 4 0.005% -23.50%

湖北大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92 10 0.005% -70.80%

建华建材销售（广

东）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商品

1,002.84 2,400 1.630% -58.22%

江苏汤辰东马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29.94 230 0.374% -0.03%

江苏汤辰机械装

备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 7.96 10 0.013% -20.40%

小计 - 1,703.81 7,135 2.769% -76.12%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建华建材（河南）

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原材料

725.51 3,000 0.872% -75.82%

建华建材（中国）

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9.17 10 0.011% -8.30%

建华建材（鄂州）

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30.06 35 0.036% -14.11%

湖北大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210.15 260 0.252% -19.17%

建华建材（营口）

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原材料

613.11 1,600 0.737% -61.68%

汤始建华建材（上

海）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131.31 2,500 0.158% -94.75%

中山建华管桩有

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21.31 2,700 0.026% -99.21%

建华建材销售（广

东）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347.28 440 0.417% -21.07%

江苏卡满行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4.45 5 0.005% -11.00%

中山建华墙体材

料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6.29 8 0.008% -21.38%

小计 - 2,098.64 10,558 2.521% -80.12%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或

服务

淄博悦景置业有

限公司

物业服务及

其他

3.94 5 1.043% -21.20%

小计 - 3.94 5 1.043% -21.2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或服

务

江苏卡满行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2,558.61 5,600 25.814% -54.31%

上海圆鸟供应链

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8.75 110 0.088% -92.05%

河南新景昌物流

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0.61 1 0.006% -39.00%

湖南新征程物流

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48.70 60 0.491% -18.83%

营口新景程物流

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613.12 680 6.186% -9.84%

江苏汤辰东马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92 120 0.040% -96.73%

建华建材（镇江）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43 10 0.095% -5.70%

珠海市交通勘察

设计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4.59 35 0.349% -1.17%

湖北大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78.03 570 4.823% -17.58%

小计 - 3,755.76 7,196 37.892% -47.81%

租赁关

联人资

产

建华建材（鄂州）

有限公司

厂房、设备

租赁及其他

服务

13.10 505 1.524% -97.41%

江苏汤辰东马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12.05 70 1.401% -82.79%

建华建材（惠州）

有限公司

土地租赁 33.03 50 3.842% -33.94%

小计 - 58.18 625 6.767% -90.69%

向关联

人出租

资产

建华建材（河南）

有限公司

厂房、设备

租赁

59.34 110 64.399% -46.05%

建华建材（中国）

有限公司

厂房、设备

租赁

2.82 5 3.060% -43.60%

小计 - 62.16 115 67.459% -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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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有较大差异的原因为：公司预计

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当时的市场情况，预计的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 实

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

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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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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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挥业务协同效应，更好地开展主营业

务，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一）

名称：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司

住所：鄂州市燕矶镇金刚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彭陆海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建筑用钢筋水泥构件、轻质墙体材料、新型墙体

材料、混凝土输排水管、顶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建筑装饰材料、建筑周转材料、建筑墙体装饰材料、

GRC制品、内墙挂板、外墙挂板、装饰混凝土制品及水泥制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水

泥电杆、电力杆塔、水泥三盘、电缆线和电缆槽的制造、销售；钢材、PC钢棒的加工、销售；商品混凝土、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相关建筑配套物资的批发和租赁业务；技术咨询

服务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司总资产17,550.85万元，净资产3,463.36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3,057.26万元，净利润874.6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2、关联人（二）

名称：中山建华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窈窕村白岗一街15号-1

法定代表人：何广新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新型墙体材料、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桩、水泥混凝土排水管、商

品混凝土、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建筑材料、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预制榫卯结构电缆及户外设备基

础、五金产品、混凝土预制构件、专用化学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墙体材料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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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中山建华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10,634.41万元， 净资产-1,475.85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7,718.91万元，净利润535.3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中山建华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 因此公司与

其构成关联关系。

3、关联人（三）

名称：建华建材销售（广东）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云城南三路393号906房

法定代表人：邱欣尚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材、装饰材料批发；钢材批发；混凝土销售；混凝土预制件销售；玻璃钢制品批发；商

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销售（广东）有限公司总资产62,103.66万元，净资产1,489.50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17,651.26万元，净利润405.7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销售（广东）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

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4、关联人（四）

名称：建华建材（惠州）有限公司

住所：惠东县白花镇谟岭村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6,378.08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加气混凝土砌块、商品混凝土、预制

混凝土制品、市政排水管道及综合管道、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等各类水泥制品与各类砼预制构件、砂

石、硅砂粉、超细矿粉、减水剂、钢棒、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水泥、石膏、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提供相

应售后技术咨询服务，产品100%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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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15,891.85万元，净资产6,546.60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38,252.55万元，净利润614.5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惠州）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5、关联人（五）

名称：建华建材（安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新港镇

法定代表人：吴小华

注册资本：12795.837812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商品混凝土、水泥电杆及其金属附件、

加气混凝土砌块及各类砼预制构件和水泥制品，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技术服务；钢材、PC钢棒的加工；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冶金原辅材料、冶金产品、建筑材料、水泥、减水剂、石膏的批发（国家禁

止、限制类除外，涉及专项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在芜湖港新港港区建华管桩码头散杂货1#、2#泊

位，出桩1#、2#泊位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目除外，涉及前置

许可的项目除外，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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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建材（安徽）有限公司总资产115,340.37万元，净资产30,339.08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72,865.51万元，净利润5,472.6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安徽）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6、关联人（六）

名称：汤始建华建材（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文超路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卫民

注册资本：4,519.92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盘混凝土方桩、水泥构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

售后技术服务；从事各种水泥制品、砂石、硅砂粉、超细矿粉、减水剂、PC钢棒、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冶金原辅材料、冶金产品及相关副产品、建筑材料（水泥、钢材除外）、石膏、化工产品（危险品

除外）的批发；企业管理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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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汤始建华建材（上海）有限公司总资产90,588.40万元，净资产43,203.26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66,742.05万元，净利润13,448.0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汤始建华建材（上海）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

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7、关联人（七）

名称：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司

住所：新郑市郭店镇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钢筋混凝土方桩、钢筋混凝土排

水管、水泥混凝土排水管、预制混凝土箱涵、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等各类砼预制构件，商品混凝土、加

气混凝土砌砖等各类水泥制品；生产销售硅砂粉、超细矿粉；并提供上述相应售后技术及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司总资产23,379.39万元，净资产8,291.31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76,061.39万元，净利润4,538.7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8、关联人（八）

名称：建华建材（吉林）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卡伦工业园区纬一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戴衍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水泥电杆及其金属附件、顶式钢筋混

凝土排水管、预制混凝土箱涵、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各类砼预制构件和水泥制品、相关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应售后技术咨询与服务；水泥制品、砼预制构件技术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钢材加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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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吉林）有限公司总资产8,845.19万元，净资产4,389.15万元；2020年

度主营业务收入30,536.58万元，净利润1,604.8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吉林）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9、关联人（九）

名称：建华建材（辽宁）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铁岭经济开发区官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虎

注册资本：5995.36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水泥电杆及其

铁附件等砼预制构件及水泥制品，提供相应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及售后服务；生产、加工

预应力混凝土用PC钢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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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建材（辽宁）有限公司总资产21,428.16万元，净资产4,142.95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7,881.71万元，净利润1,241.3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辽宁）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10、关联人（十）

名称：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盖州市西海办事处双泉眼村

法定代表人：王虎

注册资本：13253.64329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各类砼预制构件，水泥电杆及其铁附

件、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各类水泥制品，各类砂石、硅砂粉、超细矿粉、减水剂；加工销售PC

钢棒、钢材；水泥制品、砼预制件技术服务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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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司总资产29,238.95万元，净资产13,495.69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48,218.58万元，净利润-566.3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11、关联人（十一）

名称：建华建材销售（浙江）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128号017幢8-86-1

法定代表人：吴海亮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材的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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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销售（浙江）有限公司总资产23,986.47万元，净资产-189.75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07,091.55万元，净利润464.0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销售（浙江）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

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12、关联人（十二）

名称：建华建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下蜀镇沿江开发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欧阳小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泥混凝土预制构件研发、生产、加工；建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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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总资产133,793.99万元，净资产3,276.66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359,845.02万元，净利润2,323.3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

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13、关联人（十三）

名称：建华建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市淮安区新型建材园盐北大道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肖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砼结构构件制造；水泥制品制造；模具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钢压延加工；建筑材料销售；轻

质建筑材料销售；模具销售；建筑砌块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制品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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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建华建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总资产31,066.14万元，净资产2,059.12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11,372.01万元，净利润2,059.1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

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14、关联人（十四）

名称：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市京口区新民洲北京路348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货运代理；货运配载；运输信息服务；货物的仓储（危险品除外）、包装、搬

运、分拣、装卸、起重吊装；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汽车租赁；五金制品、汽车配件、轮胎销售；物流装备信

息咨询；物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技术研发与推广；企业管理咨询；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

鲜）；大型物件运输；无船承运业务；无车承运业务；运输方案设计、物流方案咨询、设计及相关信息处

理服务；代理报检、报关服务；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国内船舶代理、国内水路货运代

理；船舶租赁；联运中转；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润滑油销售；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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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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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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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22,983.61万元， 净资产5,024.35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9,450.72万元，净利润1,053.1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 因此公司与其构

成关联关系。

15、关联人（十五）

名称：淄博悦景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经济开发区西外环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吴磊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须取得批准后 方可

经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淄博悦景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48,366.03万元，净资产163.70万元；2020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916.9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淄博悦景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 因此公司与其构成关联

关系。

16、关联人（十六）

名称：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张家港市锦丰镇锦绣路3号651室）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无船承运业务；无车承运业务；货运经营（按许可证所列

范围经营）；船舶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金融信息咨询）；包装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包装、搬运、分拣、装卸、起重吊装服务；汽车租赁；五

金制品、汽车配件、轮胎、润滑油销售；物流信息技术研发与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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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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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3,382.85万元，净资产2,035.88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6,518.52万元，净利润26.0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 因此公司与其构成

关联关系。

17、关联人（十七）

名称：建华建材（镇江）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下蜀镇沿江经济开发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何海平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水泥制品、建筑用金属配件、砼结构构件生产、技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机械设备租赁；建材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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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建材（镇江）有限公司总资产6,784.18万元，净资产-611.69万元；2020年

度主营业务收入13,798.78万元，净利润444.2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镇江）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18、关联人（十八）

名称：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新香洲文贤路101号

法定代表人：李忠志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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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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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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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总资产6,552.47万元，净资产3,147.53万元；

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9,226.36万元，净利润60.4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控制的其他企业， 因此公司与其构成

关联关系。

19、关联人（十九）

名称：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皇马工业园一区管委大楼419室

法定代表人：吕遐志

注册资本：16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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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金

属结构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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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14,089.92万元，净资产12,473.64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117.53万元，净利润16.2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 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履约能力障碍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在该事

项发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

的开展。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为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其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

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

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龙泉股份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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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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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广东龙泉水务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龙泉” ）生产经营融资所需，

公司拟向其提供人民币15,000万元的融资性担保，为其融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11年。

2021年4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龙泉水务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2、住所：珠海市平沙镇平东路598号

3、法定代表人：姜风

4、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14,700万

6、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管）、内衬PVC排水管等各种给、排水管的生产及销售；

市政、建筑、水利、防腐及管道安装工程施工（取得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防腐材料、防腐涂料（不含化

学危险品）的生产与销售；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水工金属结构产品制造销售，金属类管道及管件制造销

售；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预制装配化混凝土箱涵及其它水泥预制构件等混凝土制品制造、委托加工、

销售，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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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广东龙泉总资产14,627.99万元， 净资产1,880.46万元， 资产负债率87.14%；

2020年1-12月营业收入5,883.52万元，利润总额-2,694.19万元，净利润-2,539.5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对外担保决定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广东龙泉其余股东本次未同比例提供担保，鉴于公司持

有广东龙泉75.65%股权，对广东龙泉具有控制权，虽广东龙泉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担保或对公司进行反

担保，但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的担保总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1,000万元（含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金额），全部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20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18.7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