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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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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9日召开

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

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苏

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

象名单》” ）。

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至2021年4月19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 《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不包

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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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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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18: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hinacamel.com。公司将会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16日披露了《骆驼

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 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4月29日通过网

络互动方式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一一“上证e访谈” 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公司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长来先生；副董事长、总裁夏诗忠先生；财务总监唐乾女士；董事会秘

书余爱华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3:00-14:00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e互动平台进入“上证e访谈” 栏目在线参与。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18: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hinacamel.com。公司将会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0-3340127

电子邮箱：ir@chinacame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鹏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周文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20,419,968.84 471,393,619.53 7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059,480.55 1,252,739.32 6,29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1,062,956.73 1,050,121.22 7,61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52,706.49 -83,385,391.75 11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68 0.0026 6,3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68 0.0026 6,3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0.10% 5.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642,570,632.73 2,517,077,655.44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4,705,935.31 1,314,654,276.08 6.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246,965.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3,046.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213.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2,229.88

合计 -1,003,476.18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5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江山 境内自然人 20.40% 97,897,902 0 无质押、冻结

渤海国际信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冀兴三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3% 72,629,372 0 无质押、冻结

俞菊美 境内自然人 4.20% 20,154,350 0 无质押、冻结

刘河山 境内自然人 1.87% 8,965,713 0 无质押、冻结

江漫 境内自然人 1.36% 6,523,300 0 无质押、冻结

江浩 境内自然人 1.33% 6,365,600 0 无质押、冻结

谭春生 境内自然人 0.44% 2,100,000 0 无质押、冻结

毛民 境内自然人 0.40% 1,939,700 0 无质押、冻结

中信里昂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39% 1,893,800 0 无质押、冻结

印处讯 境内自然人 0.35% 1,658,000 0 无质押、冻结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江山 97,897,902 人民币普通股 97,897,902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冀

兴三号单一资金信托

72,629,372 人民币普通股 72,629,372

俞菊美 20,154,350 人民币普通股 20,154,350

刘河山 8,965,713 人民币普通股 8,965,713

江漫 6,5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23,300

江浩 6,3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5,600

谭春生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毛民 1,9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9,7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1,89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3,800

印处讯 1,6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河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江山先生的胞弟，经两人出具的《关于

不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说明》确认，两人不构成一致行动人。截止报告期期末，刘江山、

刘河山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为20.40%、1.87%。 俞菊美女士持有公司4.2%的股份，江浩

先生持有公司1.33%的股份，江漫先生持有公司1.36%的股份，江浩、江漫是俞菊美女

士之长子、次子。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合并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 应收账款 681,195,664.82 519,432,015.48 161,763,649.34 31.14%

2 预付款项 35,966,967.37 23,574,748.48 12,392,218.89 52.57%

3 其他流动资产 9,609.74 1,436,394.06 -1,426,784.32 -99.33%

4 应交税费 20,546,653.98 13,291,230.80 7,255,423.18 54.59%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907,100.98 46,444,342.96 -18,537,241.98 -39.91%

6 其他流动负债 1,110,916.26 2,869,918.59 -1,759,002.33 -61.29%

序号 合并利润表重大变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7 营业收入 820,419,968.84 471,393,619.53 349,026,349.31 74.04%

8 营业成本 649,132,716.26 421,056,040.50 228,076,675.76 54.17%

9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70,444.82 3,829,210.77 3,141,234.05 82.03%

10 销售费用 10,419,637.55 2,997,481.27 7,422,156.28 247.61%

11 管理费用 37,574,914.29 26,665,565.74 10,909,348.55 40.91%

12 研发费用 5,017,551.16 3,605,326.93 1,412,224.23 39.17%

13 资产处置收益 -2,246,965.29 46,841.44 -2,293,806.73 -4896.96%

14 营业外收入 155,850.97 16,908.51 138,942.46 821.73%

15 营业外支出 27,637.78 1,050,305.05 -1,022,667.27 -97.37%

16 所得税费用 14,487,894.43 1,572,281.52 12,915,612.91 821.46%

17 净利润 80,059,480.55 1,252,739.32 78,806,741.23 6290.75%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54,167,003.03 558,027,323.51 -203,860,320.48 -36.53%

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5,243,035.85 594,141,015.31 -338,897,979.46 -57.04%

2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448,740.04 8,250,778.70 38,197,961.34 462.96%

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52,706.49 -83,385,391.75 95,338,098.24 114.33%

2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75,421,471.52 123,512,437.99 51,909,033.53 42.03%

2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133,553.70 212,901,731.07 -157,768,177.37 -74.10%

2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87,144,634.04 115,931,728.64 71,212,905.40 61.43%

2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4,487,892.45 153,422,355.94 -58,934,463.49 -38.41%

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91,630.43 58,122,184.71 -116,213,815.14 -199.95%

27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53.66 -25.16 278.82 1108.19%

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676,284.42 -38,100,193.90 -18,576,090.52 -48.76%

1.应收账款较上年年末增长31.14%，主要系本期销售量和货值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较上年年末增长52.57%，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年末减少99.33%，主要系本期留抵增值税减少所致。

4.应交税费较上年年末增长54.59%，主要系母公司本期期末应交增值税、应交

所得税增加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年末减少39.91%，主要系本期末应归还的长

期借款未超过一年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年末减少61.29%，主要系本期末合同负债减少所致。

7.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长74.04%，主要系本期市场兴旺，量价齐升所致。

8.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长54.17%，主要系本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9.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增长82.03%，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10.销售费用较上期增长247.61%，主要系本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11.管理费用较上期增长40.91%，主要系本期公司产销两旺，开工率较高，管理

费用增加所致。

12.研发费用较上期增长39.17%，主要系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3.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减少4896.96%，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资产损失所致，

上期为收益。

14.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长821.73%，主要系本期公司处置废旧物资收入增加所

致。

15.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减少97.37%，主要系上期疫情捐款和环保罚款支出所致。

16.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821.46%，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7.净利润较上期增加6290.75%，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18.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6.53%，主要系本期应收账

款增加，二是本期应收票据本期背书2.3亿元，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

19.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7.04%，主要系本期应收票

据背书支付原料采购款2.2亿元导致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0.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长462.96%，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税金增加所

致。

2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14.33%，主要系本期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36.5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

少57.04%，这是造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14.33%。

2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42.03%，主要系本期收到借款增加所

致。

23.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74.10%，主要系本期收到

承兑保证金减少所致。

2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61.43%，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25.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8.41%,主要系本期支出

承兑保证金减少所致。

2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9.95%，主要系本期偿还银

行借款增加所致。

27.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1108.19%，主要系欧

元汇率变化所致。

2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8.76%，主要系本期本期偿还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

得了邢台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2021年2月2日，持股5%以上股东俞菊美女士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不超过 14,400,000�股本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 俞菊美在

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持12,731,200股，剩余20,154,3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2%。 本计划已提前实施完毕， 俞菊美女士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

3、2021年3月25日，公司收到独立董事程华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程华女士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职

务。辞职后，程华女士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程华女士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

尽快遴选、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2021年01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1-001号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2021年02月02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1-003号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

进展暨权益变动

2021年03月18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1-004号公告

俞菊美 龙星化工简式权益变动书 2021年03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提前实施完成减持计划 2021年03月23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1-005号公告

独立董事辞职 2021年03月25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1-006号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鹏达

2021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76� � � �股票简称：乐惠国际 编号：2021-032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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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平台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形式

●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5日18: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

注问题预先发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international@lehui.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惠国际” 或“公司” ）于

2021年4月16日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关

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

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0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情况，公司拟于2021年4月30日通过网络平台召开2020年度业绩

及现金分红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公司将就2020年度经营业绩、利润分

配预案的具体情况以及发展战略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11:00-12:00

2、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 平台（http://roadshow.

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形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赖云来先生、财务负责人吴勃先生

和董事会秘书吴再红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公司欢迎投资者在2021年4月25日18: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

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international@lehui.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30日11:00-12: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 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与本公司进行互动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再红

电话：0574-65832846

传真：0574-65836111

邮箱：international@lehu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仍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

和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84� � � �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16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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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6:00-17: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8日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

司邮箱 （IR@jcetglobal.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一、说明会类型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1年4月29日在《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2020年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1年4月29日以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长电科技2020年度业绩说

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6:00-17: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三、出席会议人员

公司首席执行长（CEO）郑力先生、首席财务长周涛女士、董事会秘书吴宏鲲先

生等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1、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16:00-17:3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2、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8日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

邮箱（IR@jcetglobal.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0-86856061

传真：0510-86199179

电子邮箱：IR@jcetglob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股票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1-022

债券代码：155638� � � �债券简称：19包钢联

债券代码：155712� � � �债券简称：19钢联03

债券代码：163705� � �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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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2021年4月19日，包钢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17,497.15万股，

限售流通股1,390,782.11万股， 持股总数量2,508,279.2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02%。 本次质押后，包钢集团共质押公司股票917,236.31万股，占其持有总额的

36.57%。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0日接到控股股

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包钢集团” ）出具的《进行股票质押的

函》，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

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包钢集团 是 43,200.00 否 否

2021-04-1

9

2021-10-1

8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72

%

0.95

%

偿还包钢

集团债务

合计 - 43,200.00 - - - - -

1.72

%

0.95

%

-

二、本次股份质押其他事项

本次股份质押用于偿还包钢集团债务。

包钢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

利润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本次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如低于平仓履约保障比

例，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 以上风险引发时，包钢集团将采取

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提前归还融资或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抵质押物等措施

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包钢集团 2,508,279.26 55.02% 874,036.31 917,236.31 36.57% 20.12% 275,000 0 1,115,782.11 0

合计 2,508,279.26 55.02% 874,036.31 917,236.31 36.57% 20.12% 275,000 0 1,115,782.11 0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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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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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5日（星期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600100@thtf.com.cn)，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同方股

份2020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

定于2021年4月28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召开 “同方股份2020年年度业绩说明

会” 。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0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指标等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胡军先生、 财务总监兼财务负责人梁

武全先生、董事会秘书张健先生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上午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

陆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5日（星期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

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600100@thtf.com.cn)，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孙炎子

联系电话：010-82399888

传真号码：010-82399765

电子邮箱：600100@thtf.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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