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614� � 900907� � � �证券简称：

*

ST鹏起

*

ST鹏起B� � � �公告编号：临2021-028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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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起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目前均尚未开庭

● 两起案件中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两起案件的涉案金额分别为：16000万元 （借款本金）、5157.4090万元

（借款本金），合计21157.409万元。

● 两起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2021年4月19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ST鹏起”

或“鹏起科技” ）收到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郴州中院” ）《应诉

通知书》 [2021]湘10民初21号）、《应诉通知书》 [2021]湘10民初22号）及相应

《民事起诉状》等文件，获知公司涉及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简

称“华融湘江银行” ）与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丰越环保” ）等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涉案、 公司涉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简称

“光大银行” ） 与丰越环保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上述两起案件具体情况如

下：

一、华融湘江银行与丰越环保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案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第一被告：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被告：曹亮发

第四被告：向敏

第五被告：曹文法

（二）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被告一丰越环保与原告华融湘江银行于2019年6月6日签署《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一份，于2019年12月17日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两份，于2020年8月31

日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上述四份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及贷款期限

分别为：2500万元，自2019年6月6日至2020年6月6日；2600万元，自2019年12月17

日至2020年12月17日；2900万元， 自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2月18日；8000万

元，自2020年8月31日至2022年6月8日。随后原告都按约定发放了贷款。2020年11

月27日，丰越环保与华融湘江银行签署《补充协议》，将上述三笔于2020年到期

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为保障原告债权的实现，被告一与原告签署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分

别约定的抵押物、担保的主债权期间、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为：位于湖南资兴

经济开发区资五产业园101的厂房，自2015年8月6日至2021年8月6日，8000万元；

自有设备，自2019年6月14日至2020年6月14日，1100万元。被告二与原告于2019

年6月5日签署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期限2019年6月5日至2020年6

月5日，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为8000万元。被告三、被告四与原告于2019年6月5

日、2020年8月31日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约定：被告三、四对被告

一在2019年6月5日至2020年6月5日期间所发生的债务在21600万元的范围内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三、四对被告一在2020年8月31日至2021年8月31日期间所

发生的债务在216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被告一触及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

院。

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丰越环保立即归还原告贷款本金16000万元及利

息、罚息和复利。

2、 依法判令原告对丰越环保所有提供的位于湖南资兴经济开发区资五产

业园101的厂房拥有抵押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对其全部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

费用在8000万元最高余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3、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丰越环保所有提供的设备拥有抵押权，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对其全部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在1100万元最高余额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

4、依法判令被告鹏起科技对被告丰越环保的全部债务在8000万元最高余额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依法判令被告曹亮发、向敏、曹文法对被告丰越环保全部债务在16000万

元最高余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依法判令上述所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三）诉讼裁定情况

2021年3月1日，郴州中院作出（2021）湘10财保3号民事裁定书。关于申请人

华融湘江银行与被申请人丰越环保等诉前保全一案，郴州中院认为，申请人提

出诉前保全申请并提交财产保全担保函作为担保，符合法律法规，依照相关规

定作出如下裁定：

1、冻结、查封、扣押被申请人丰越环保、曹文法、曹亮发、向敏的银行存款

16000万元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2、冻结、查封、扣押被申请人鹏起科技的银行存款8000万元或同等价值的其

他财产。

二、光大银行与丰越环保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第一被告：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2019年11月29日， 被告鹏起科技与原告光大银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约定被告鹏起科技向原告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被告

丰越环保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所担保的

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额授信额度，即5193万元

整。

2019年12月3日，被告丰越环保与原告签署了《综合授信协议》，协议约定原

告向被告丰越环保提供5193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 用于被告丰越环保办理具体

授信业务。被告鹏起科技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保证本协议项下的

债权得到清偿。

原告与被告丰越环保分别于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22日、2020年6月10

日签订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三份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及贷款期限分别为：

2600万元，自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2月12� 日；400万元，自2019年12月24日

至2020年12月23日；2190万元，自2020年6月12日至2020年12月11日。此后原告将

上述三笔贷款金额全部划入被告丰越环保账户。

上述三笔贷款到期后，被告丰越环保均未能按时向原告偿还款项。原告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丰越环保立即偿还借款51574090.� 34元及利息995200.87元

（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3月22日），实现债权费用50万元，合计53069291.21元；

2、被告鹏起科技对上述第1项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诉讼担保相关事项

上述两起案件中均涉及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担保金额均未超出公司2019年

度为丰越环保提供的融资担保额度。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两起案件均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高度重视上述案件，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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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 报备文件：

1、《应诉通知书》（[2021]湘10民初21号）

2、《民事起诉状》（[2021]湘10民初21号）

3、《民事裁定书》（[2021]湘10财保3号）

4、《应诉通知书》（[2021]湘10民初22号）

5、《民事起诉状》（[2021]湘10民初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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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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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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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南大道一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元生

先生主持。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13名，代表股份数134,599,79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5.9805%。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公司股份

134,379,5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9544%；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5人，代表公司股份220,2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61%；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名，代表公司

股份560,0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

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24,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43%；反对75,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5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85,0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6.6072%； 反对75,0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3.3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2.8572%； 反对40,0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0.0000%。

（六）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董事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2.8572%； 反对40,0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2.8572%； 反对40,0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75,64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5514%；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4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2.8572%；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7.1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559,79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邹雪峰、张展宇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邹雪峰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4,397,09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4%，超过出席

股东大会所持股份总数的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7,30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63.8037%。

2、选举张展宇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4,397,09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4%，超过出席

股东大会所持股份总数的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7,30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63.8037%。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傅有国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傅有国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134,414,5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624%，超过出席

股东大会所持股份总数的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4,80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66.9285%。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陈一宏、叶嘉雯律师对大会

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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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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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7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

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12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要求公司在2021年4月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共

同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目前，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问询函》回复的反馈要求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为确保《问询函》回复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公司将继续

督促相关部门加紧核查、 积极推进， 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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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夏崇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柯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夏小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499,770,603.89 6,092,020,579.36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445,127,223.62 3,126,578,225.91 10.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501,529.57 -358,107,670.3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45,926,477.03 671,432,407.82 11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7,881,718.76 80,500,630.39 24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5,344,439.38 82,467,680.76 23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51 3.69 增加4.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12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2 241.67

说明：1.2021年第1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46亿元，同比增长115.3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亿元，同比增长245.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5亿元，同比增长233.88%。主要系公司推

动高端装备的产业化应用，提升了海缆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和陆缆系统的市场占

有率，其中海缆系统及海洋工程营业收入快速增长,二者合计同比增加4.74亿元,

增长147.23%,陆缆系统同比增加3.01亿元，增长86.32%。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总额为77.80亿元，其中海缆系统及海洋工程

57.24亿元，占比为73.57� %，陆缆系统20.56亿元，占比为26.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89,034.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447,755.19

合计 2,537,279.3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9,2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217,524,444 33.26 217,524,444 质押 26,96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袁黎雨 53,366,730 8.16 53,366,73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905,612 4.57 29,905,612 无 0 未知

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8,285,220 4.32 28,285,22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

有限公司

10,301,850 1.57 10,301,85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西赣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8,050,051 1.23 8,050,051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

环球策略基金－全中国股票基

金（交易所）

6,662,242 1.02 6,662,242 无 0 未知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528,645 0.69 4,528,645 无 0 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3,413,993 0.52 3,413,993 无 0 未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2,952,245 0.45 2,952,245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217,524,444 人民币普通股 217,524,444

袁黎雨 53,366,730 人民币普通股 53,366,73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905,612 人民币普通股 29,905,612

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8,285,220 人民币普通股 28,285,22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 10,301,85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1,850

江西赣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50,051 人民币普通股 8,050,051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环球策略基金－全

中国股票基金（交易所）

6,662,242 人民币普通股 6,662,242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528,645 人民币普通股 4,528,64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13,993 人民币普通股 3,413,99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欧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952,245 人民币普通股 2,952,2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东方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夏崇耀，公司股东袁黎雨和夏崇耀为夫妻关系，公司

股东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高管持股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1,956,907.37 18,420,432.87 -35.09 主要系本期商业承兑汇票到期。

应收款项

融资

15,362,236.23 112,971,908.20 -86.40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预付款项 71,962,621.46 34,411,521.56 109.12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原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

款

30,042,481.53 158,928,989.62 -81.10

主要系本期西部证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

款和保证金转股。

长期股权

投资

9,951,460.41 3,401,951.45 192.52

主要系本期对上海福缆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按比例出资缴款。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147,562,807.3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认购西部证券非公开

发行股票。

在建工程 740,627,515.80 518,136,892.71 42.94

主要系本期“高端海洋能源装备系

统应用示范项目” 形成的在建工程

增加。

短期借款 9,909,033.75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入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596,988,347.65 453,566,108.82 31.62 主要系本期应付原材料款增加。

应付职工

薪酬

56,273,679.67 103,543,554.45 -45.65

主要系本期发放2020年度多发工资

及OIMS奖励基金。

长期借款 100,094,722.22 10,009,472.22 900.00

主要系本期增加长期借款，优化负

债结构。

其他综合

收益

81,828,228.24 41,177,010.29 98.72

主要系期货套保持仓浮动盈亏变

动所致。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本期数

（2021年1-3月）

上期数

（2020年1-3月）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45,926,477.03 671,432,407.82 115.3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1,013,961,125.50 499,901,774.45 102.83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

本相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

加

1,921,317.25 440,329.64 336.3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规模增加，税

金相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5,886,557.44 15,892,692.31 62.88

主要系本期产品市场的开拓与维

护带动销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23,876,649.64 15,275,582.80 56.31

主要系本期业务招待费及工资增

加。

研发费用 48,410,418.47 23,857,165.93 102.92

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

财务费用 537,922.21 3,478,516.66 -84.54

主要系本期借款规模下降，借款利

息支出减少。

投资收益 -450,491.04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对上海福缆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确认其投资收益。

信用减值

损失

-9,116,527.39 -16,859,554.15 -45.93

主要系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回

款情况不佳，应收账款增加多。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本期数

（2021年1-3月）

上期数

（2020年1-3月）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6,501,529.57 -358,107,670.38 不适用

主要系经营性往来款项增减变动

和营业收入增加等因素共同影响

所致。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207,965,869.70 -98,607,332.4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高端海洋能源装备系

统应用示范项目”投入资金增加。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99,509,916.67 197,335,308.32 -49.57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规模减

少。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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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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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崇耀

日期 2021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31� � �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1-021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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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第1办公楼6楼会议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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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97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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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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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卫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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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洪波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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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5,932 99.9862 14,700 0.01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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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44,532 99.9756 26,100 0.024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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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5,932 99.9862 14,700 0.013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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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5,932 99.9862 14,700 0.013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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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5,932 99.9862 14,700 0.013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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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5,932 99.9862 14,700 0.013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1年度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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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44,532 99.9756 26,100 0.024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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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5,932 99.9862 14,700 0.0138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83,479,1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7,496,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980,518 99.7548 14,700 0.2452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8,200 55.3191 14,700 44.680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5,962,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23,476,766 99.9374 14,700 0.0626 0 0.0000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23,465,366 99.8888 26,100 0.1112 0 0.0000

3

《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及年报摘要》

23,476,766 99.9374 14,700 0.0626 0 0.0000

4

《公司2020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23,476,766 99.9374 14,700 0.0626 0 0.0000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3,476,766 99.9374 14,700 0.0626 0 0.0000

6

《关于2021年度公司

董事、监事薪酬的议

案》

23,476,766 99.9374 14,700 0.0626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及 2021年度支

付会计师事务所报

酬的议案》

23,465,366 99.8888 26,100 0.1112 0 0.0000

8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

提供融资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23,476,766 99.9374 14,700 0.062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均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子豪先生 赵信子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海利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06� � � �公司简称：东方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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