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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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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16:00-17:00,通过网

络平台在线交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情况

2021年4月17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于2021年4月28日16:00-17:00

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公司董事长、董秘

张久龙先生、总经理余正军先生、财务总监贺图林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

互动沟通和交流，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说明会上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为什么现金分红比例那么低?

答：您好！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始终关注股东、员工、客户利益的最佳平衡。公司2020年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比例为32.62%。公司综合考量了公用行业发展特点、经营模式和

2021年度资本性投资等因素，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制定了分红政策。谢谢！

2.张董事长，您好！请问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和并购重点是什么呢？还是继续并购水电气项

目吗？

答：您好！对水电气主业的并购仍是重点。公司将结合国家“十四五” 规划，进一步加大

对绿色清洁低碳能源的战略性布局。谢谢！

3.贵司之前透露过会采取横向并购的方式来壮大现有主业，但是投资成都巨能商贸不属

于并购范畴，对于并购贵司是否有下一步计划，另外贵司下属电站目前的经营状况如何，是

否都在发电？谢谢。

答：您好！公司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主业，采取横向并购扩张战略，始终未改变。投资巨

能科贸是做大公司燃气主业的重要举措。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制度，披露对该投资

事项的后续进展，请予以关注。截止到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装机436.4MW的水电站，除绵阳

油坊沟电站正在加快灾后修复外，其余电站发电正常，详见2021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数据公

告。谢谢！

4. 公司对外发布关于投资成都市巨能科技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广安爱众此举意味着什

么？

答：您好！天然气属于低碳清洁能源，公司紧跟国家政策，继续在主业之一的燃气业务领

域扩张。继布局四川西充、云南德宏等地区的燃气市场后，公司近日公告投资燃气企业成都

市巨能科技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巨能科贸是一家覆盖四川、东北等区域的燃气企业，业务涉

及10个县市，拥有天然气用户约38万户，年售气量约1.3亿立方米，是公司现有燃气业务规模

65%左右。截止2020年9月30日，巨能科贸营业收入2.85亿元，净利润2375万元，原有股东承诺

2021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公司本次在燃气行业的投资足显做大做强主业的执

行力和决心。谢谢！

在此，公司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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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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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4:30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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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星

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至投

票结束时间(2021年4月2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宗申工业园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黄培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代表股份458,668,3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0.057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454,592,08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7014％；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人，代表股份4,076,232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3560％。

8．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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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455％。

2．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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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499％。

3．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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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499％。

4．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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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455％。

5．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586,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2％；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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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92,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97％；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228,37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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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56％。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228,37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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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56％。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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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499％。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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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45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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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499％。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4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8％；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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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455％。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571,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9％；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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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56％。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63,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4％；反

对1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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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69,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94％；反对1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7349％；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56％。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463,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4％；反

对20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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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869,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94％；反对2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0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6,500,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74％；反

对2,16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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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2,90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792％；反对2,16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7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6.01�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资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223,795,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12％；反

对4,681,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4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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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3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79％；反对4,681,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2.2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6.02�关于向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3,987,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94％；反

对4,681,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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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3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79％；反对4,681,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2.2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6,500,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74％；反

对2,16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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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2,90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792％；反对2,16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7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571,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9％；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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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58,586,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2％；反

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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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92,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97％；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228,37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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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228,37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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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228,37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

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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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卓识律师、袁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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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桃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文

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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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98,252.98 158,936,440.83 9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93,041.82 648,343.31 62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19,280.68 -1,952,686.46 6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54,968.13 -9,035,076.61 276.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006 5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006 5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05%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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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632,200.59 1,167,240,757.94 2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7,744,998.41 781,105,388.84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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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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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3,656.0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01,836.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374.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4,997.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3,125.37

合计 5,412,32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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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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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3% 295,358,647 295,358,647

质押 292,200,000

冻结 295,358,647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3% 159,152,000 0

质押 114,000,000

冻结 159,152,000

大成创新资本－招商银行－博源恒丰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8.68% 98,452,883 98,452,883

南方资本－宁波银行－蓉胜超微定向

增发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6.51% 73,839,661 73,839,661

南方资本－宁波银行－梁雄健 其他 2.68% 30,397,328 30,397,328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云图优选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8,304,300 0

诸建中 境内自然人 0.72% 8,140,000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广荣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0% 4,564,900 0

张秀 其他 0.33% 3,692,950 0

袁东红 其他 0.23% 2,6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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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9,1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52,000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4,300

诸建中 8,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40,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广荣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4,900

张秀 3,692,950 人民币普通股 3,692,950

袁东红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杨道建 2,0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2,100

李东发 1,9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7,600

徐武 1,85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6,700

吴超 1,844,650 人民币普通股 1,844,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除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为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张秀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3,700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479,25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92,950股；自

然人股东袁东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00,000股， 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00,000股；自然人股

东杨道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20,700股，通过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01,4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22,100股；自然人股东徐武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1,856,7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6,7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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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59,953,811.57 36,899,842.87 333.48%

主要系并入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成都天邦” ）和南京史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史纪”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98,018,834.63 241,064,334.28 -59.34%

主要系出售持有的SNK股票及天津卡乐的股权

所致

应收票据 47,720,374.20 75,272,386.16 -36.60%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和贴现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56,870.42 9,108,938.77 -97.18%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和贴现所致

预付款项 25,810,922.61 11,248,437.94 129.46% 主要系预付铜采购款增加所致

存货 186,543,573.79 132,252,604.59 41.05%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被收购单位的资产项目并

入所致

固定资产 362,484,374.50 222,507,269.69 62.91%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被收购单位的资产项目并

入所致

无形资产 64,194,158.74 42,340,992.73 51.61%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被收购单位的资产项目并

入所致

商誉 130,695,540.63 226,486.43 57605.68%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16,140.00 199,338.38 1914.73%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被收购单位的资产项目并

入所致

短期借款 14,283,312.54 22,091,313.12 -35.34% 主要系已贴现的应收票据到期转出所致

预收款项 - 71,704,876.52 -100.00%

主要系转让天津卡乐股权款及收益补偿款在本

期确认所致

合同负债 31,855,446.79 18,147,095.41 75.54%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被收购单位的资产负债项

目并入所致

其他应付款 309,245,047.69 20,771,280.12 1388.81%

主要系本期增加往来款、收购成都天邦剩余未付

收购款及并入被收购单位负债项目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8,837,313.22 43,146,834.82 -56.34% 主要系终止确认已背书票据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61,666,725.09 -32,477,033.10 289.88%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及南京史纪所致，被收购单

位的少数股东权益并入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12,798,252.98 158,936,440.83 96.81%

主要系本期铜价上涨及漆包线业务订单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280,585,293.70 150,349,792.28 86.62%

主要系本期铜价上涨及漆包线业务订单增加所

致

税金及附加 852,420.37 502,905.40 69.50%

主要系本期漆包线业务收入增加，税金及附加同

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795,133.36 5,964,733.62 -36.37%

主要本期根据新的收入准则将运费调整到营业

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7,968,847.05 3,716,986.42 114.39%

主要系计提新能源子公司借款逾期利息及罚息

所致

其他收益 5,663,656.07 3,467,911.35 63.32%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12,333,599.76 19,955,075.30 -38.19%

主要系本期处置SNK股权确认的投资收益少于

上年同期丰盈惠富和丰盈信德持有天津卡乐的

股权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10,805,902.46 - -100.00%

主要系丰盈惠富、丰盈信德持有天津卡乐公允价

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 号填列）

8,389.47 -19,644.25 142.71% 主要系同比坏账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6,283.67 88,977.11 -47.98%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新能源废品收入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3,909.48 113,230.16 -87.72%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发生滞纳金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71,493.14 -908,111.83 438.23% 主要系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341,530,892.02 167,675,982.75 103.69% 主要系本期漆包线业务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6,278,438.52 4,165,954.61 50.71% 主要系本期漆包线业务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725,833.24 3,799,101.42 77.0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297,936,410.42 148,416,695.64 100.74%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采购相应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4,717,365.16 11,285,144.38 30.41% 主要系本期支付基金管理费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61,213,959.43 24,683,500.00 148.00%

主要系本期收到天津卡乐的股权转让款及收益

补偿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9,431,866.62 100.00% 主要系本期出售SNK股票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7,700,000.00 671,413.46 2536.23%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品赎回金额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442,274.36 2,829,011.50 -84.37% 主要系本期构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60,938,009.97 100.00% 主要系收购成都天邦及南京史纪股权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5,7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 31,533,292.94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新增借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96,205,051.76 100% 主要系本期新增筹资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335,985.72 33,602,420.00 -99.00% 主要系本期未偿还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2,145,408.40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偿付利息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5,607.19 532,706.87 -106.68%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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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作为临时报告披露的重大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解散清算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2021年01月0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子公司部分财产被申请财产保全的公告 2021年02月27日

关于收购股权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2021年03月16日

2021年04月08日

关于并购基金投资的进展公告

2021年01月09日

2021年01月26日

2021年03月20日

2021年04月09日

关于公司、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1年01月23日

2021年0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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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70 0 0

合计 1,57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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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桃子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41� � �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38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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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

月23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桃子女士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全面了解和审

核公司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后，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制公司财务

制度规范运作，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客观公允的反映了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41� � �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39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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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

于2021年4月23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广旭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审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如下：

(1)编制和审议情况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运

作；公司各项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股东大会、董事会的通知、召开、表决等均符

合法定程序，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依法规范运作，无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司董事及经理层等

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

(3)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监事会认真仔细地检查和审核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认为：公司财务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财政法规及国家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所编制的定期报告及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情况。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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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2� � �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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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任京建先生函告， 获悉任京建先生将部分股票质押于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并将原质押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任京

建

是 4,100,000 11.93% 0.75% 否 否 2021.4.27 2022.4.26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实际控

制人偿

还借款

合计 - 4,100,000 11.93% 0.75%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任京建 是 2,649,900 7.71% 0.49% 2018.7.11 2021.4.28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任京建 是 3,150,000 9.17% 0.58% 2018.7.11 2021.4.28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5,799,900 16.88% 1.07% - - -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陈怀荣 51,316,818 9.43% 16,000,000 31.18% 2.94% 8,500,000 53.13% 29,987,613 84.91%

吕桂芹 48,327,798 8.88% 29,700,000 61.46% 5.46% 0 0.00% 0 0.00%

程辉 38,575,432 7.09% 21,583,858 55.95% 3.97% 11,940,000 55.32% 16,991,574 100.00%

任京建 34,369,377 6.32% 18,100,000 52.66% 3.33% 0 0.00% 0 0.00%

张淑玉 27,133,106 4.99% 0 0.00% 0.00% 0 0.00% 20,349,829 75.00%

田金红 116,610 0.02%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99,839,141 36.74% 85,383,858 42.73% 15.70% 20,440,000 23.94% 67,329,016 58.83%

注：以上股东中，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田金红女士和陈怀荣先生为夫妻关系，为陈怀荣先生一致

行动人。

截至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85,383,858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42.73%，占公司总股本的15.70%。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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