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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
并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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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3,170,718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0月2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青岛海
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742号），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生物” 或“公司”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9,267,940股，并于2019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317,071,758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244,292,47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2,779,28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海尔生物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股，锁定期
自海尔生物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数量为3,170,718股，股东为国泰君安证裕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裕” ），系公司上市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现锁定期
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170,71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0%。 将于2021年10月25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
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承诺具体如下：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所持的3,170,
718股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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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海尔生物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海尔生物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3,170,718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10月25日。
（三）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有限售数量（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数量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1

国泰君安证裕

3,170,718

1.00%

3,170,718

0

合计

3,170,718

1.00%

3,170,718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首发限售股

3,170,718

24

3,170,718

24

合计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公告编号：2021-17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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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5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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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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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
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
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陶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305,491,7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3306%，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226,985,1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8210% ；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25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8,
506,6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096% 。
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4人，代表股份4,552,2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775%。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5,084,51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7％；反对407,2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45,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539％；反对40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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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
2、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5,085,01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9％；反对406,7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45,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649％；反对40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境外
发行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5,209,61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6％；反对282,1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4％；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270,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020％；反对282,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进行变更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5,175,11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3％；反对316,6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23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441％；反对316,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杨萍律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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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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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联股
份” ） 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3,500.00万
元至33,795.00万元，同比增长约87.37%至89.02%。
2、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30,150.00万元至30,250.00万元，同比增加83.75%至84.3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3,500.00万元至33,79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5,620.80万元
到15,915.80万元，同比增长约87.37%至89.02%。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0,150.00万元至
30,2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3,741.63万元至13,841.63万元，同比增
加83.75%至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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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业绩预告为本公司初步测算，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79.2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408.37万元。
（二）每股收益：0.8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网上商品交易收入增长所致。 公司旗下各
多多电商继续大力实施积极高效的上下游策略，平台交易量增长较快，推动收
入和毛利的增长，从而实现了净利润的增长。 本期预计营业收入2,340,000.00万
元至2,350,000.00万元，同比增加133.26%至134.26%。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业绩预告内容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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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次委托理财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77天（黄金挂
钩看跌）
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
委托理财金额：15,000万元；
委托理财期限：77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09号、临
2021-015号、临2021-024号），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
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
过一年）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该投资额度可滚
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
组织财务部具体实施。
一、前次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1年3月29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2,5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
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该理
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本金12,5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2,048,972.60元。
2021年7月7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
本金5,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410,763.89元。
二、本次委托理财情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
的基础上，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提高闲
置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77天

保本浮动
收益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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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09,424
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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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董事长空缺，公司未设副董事长，经公
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张晓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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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 出席5人，独立董事凌泽民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雪女士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曹铭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1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4,819,925

83.7515

票数

弃权
比例（%）

935,100

票数

16.2485

比例（%）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公司 关 于2021年 度 与
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19,925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77天
（黄金挂钩看跌）

产品
名称

15,000

1.85%或3.10%或
3.30%

58.54或98.10或
104.42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万元）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无

1.85%或3.10%或
3.30%

58.54或98.10或
104.42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安排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预估和预测，本次
委托理财产品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强的银行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
理的要求。 每个会计年度末，公司内审机构对所有资金理财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77天（黄金挂钩看跌）
2.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
3.产品起息日：2021年10月15日
4.委托理财期限：77天
5.理财本金：15,000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85%或3.10%或3.30%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收益计算方式：
预期收益=产品本金×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产品期限/365
9.支付方式：银行直接扣划
10.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交通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由交通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款与衍
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 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交通银行内部资金统一
运作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产品内嵌衍生品部分与汇
率、利率、商品、指数等标的挂钩。 本产品协议下挂钩标的为【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合约收盘价】，产品收益的最终表现与AU99.99合约收盘价挂钩。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
品购买行为，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
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

证券代码：002740

证券简称：爱迪尔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 券 代 码 ：
601328）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属于已上市金融机构。 受托方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13,716.40

220,647.03

负债总额

35,606.71

41,982.13

资产净额

178,109.69

178,664.89

项目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9,369.67

3,062.11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为15,000万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65,
469.20万元）的22.91%，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
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理
财产品，取得理财收益，从而提高投资收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
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中列示，收
投资收益” 科目列示。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益在“
六、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
控。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公司投资银行理
财产品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
元（含7亿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
期（不超过一年）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该投资
额度可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
责人负责组织财务部具体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6日、2021年
5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登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临2021-009号、临2021-015号、临
2021-024号。
（一）监事会意见：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投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的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
（不超过一年）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二）独立董事意见：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对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一年）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对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1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48.00

-

2

结构性存款

17,000.00

17,000.00

116.11

-

3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6.25

-

4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6.15

-

5

结构性存款

7,000.00

7,000.00

54.83

-

6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9.92

-

7

结构性存款

1,500.00

1,500.00

8.50

-

8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41.08

-

9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9.38

-

10

结构性存款

12,500.00

12,500.00

204.90

-

11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41.08

-

12

结构性存款

3,000.00

未到期

未到期

3,000.00

13

结构性存款

5,000.00

未到期

未到期

14

结构性存款

6,600.00

未到期

未到期

6,600.00

15

结构性存款

15,000.00

未到期

未到期

15,000.00

100,600.00

71,000.00

666.20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00

29,600.00
1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5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8.8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9,6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0,40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00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公告编号：2021-095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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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公司董事会多次出现董事投反对票和弃权票，是公司相关董事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
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

依法行使董事职权的正常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治理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34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收到
关注函后，公司及时组织人员对关注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现就

3. 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协调推动相关方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工作的开展
情况和具体进展，同时明确你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提名工作（如有）的

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最迟完成期限。

1. 请你公司结合破产重整事项对董事会、监事会稳定性的要求，说明《问
询函回复》中未及时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的理由是否充分、合理，延

公司回复：公司已于2021年10月12日，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发出“
关
于收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宜的意见和建议的通知” 。 截至本回函

期换届选举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和股东合法权利。
公司回复：自2021年8月至今，均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及管

日，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现任监事会成员经讨论，均同意于2021年11月份进行
换届选举，其中董事李勇、朱新武建议“
11月份启动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

目前，公司治理运作正常、有序。 延期换届选举未实质影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但公司董事会会尽快推进换届选举事宜。

理层人员持续配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进公司的破产重整工作， 相关人员

最迟12月底前完成” ，董事苏日明要求“
11月上旬之前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对公司的财务、业务、资产、负债等各方面情况熟悉。 此时换届选举，可能会导
致公司现有管理层人员变动， 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及连续性将产生不利

选举工作” 。
综上，公司结合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意见，最迟将于2021年11月底前完

影响，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和股东合法权利。因此公司在2021年9月18日披

成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工作。

露的《问询函回复》中未及时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的理由是充分、
合理的。

4. 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截至本回函日，公司未有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2. 请你公司结合董事会多次出现董事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情形，说明你
公司治理运作是否正常、有序，延期换届选举是否已实质影响公司治理的有效
性。

特此说明。

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编号：临2021-067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
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东类型

产品
类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 银行理财
肃省分行
产品

公告编号：临2021-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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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丹阳街1号公司生产指挥
中心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公告编号：临2021-033

反对
比例（%）
83.7515

票数
935,100

弃权
比例（%）
16.2485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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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兖矿财务公司” ）初步测算，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的兖矿财务公司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2021年第
1-3季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财务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元

比例（%）
0

0

资
资

产

期末余额

产：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6日

20,146,619,
168.01

贵金属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51,190,442.65

债：

1,600,338,388.4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622,247.37

768,063.61

应交税费

38,012,025.53

29,685,767.05

14,240,339,
13,668,745,109.65 应付利息
442.59

702,678.35

2,492,659.76

应付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
1,967,076.28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4,439,816.82

其他负债

4,536,303.29

175,284,064.81

33,398,570,
712.35

22,159,536,
542.23

减：库存股

资产总计

盈余公积

165,587,523.00

165,587,523.00

一般风险准备

362,572,634.63

362,572,634.63

未分配利润

588,610,423.59

325,396,211.55

37,015,3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25,513,092,911.41
益）总计
293.57

577,512,033.80

422,824,863.79

利息支出

188,831,270.88

137,532,250.00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165,187.58

3,315,575.2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367,773.68

3,379,653.76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02,586.1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078.51
355,413.10

3,616,770,581.22 3,353,556,369.18
37,015,341,
293.57

25,513,092,
911.41

834,730.46

38,579.79

-207,783.01

-1,011,044.54

8,590.24

4,085.14

41,232,147.61

51,076,964.86

3,212,905.09

2,628,739.24

管理费用

13,632,558.01

13,652,725.18

资产减值损失

24,386,684.51

34,795,500.44

351,249,340.58

236,918,257.67

其他业务成本

1,300.22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2,500,000,000.00 2,500,000,000.00

3,670,257.86 资本公积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85,292,613.79

利息收入

加：营业外收入

2,668,700.93 负债合计

54,473,127.60 实收资本(或股本)

287,995,222.53

388,680,762.9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54,473,127.60

392,481,488.19

其他业务收入
21,272,526,
742.10

持有至到期投资

2020年1-3季度

利息净收入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0,355,712.1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长期股权投资

2021年1-3季度

一、营业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3,354,697,
457.81

10,000,000.00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其中：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487,500,000.00 衍生金融负债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8,779,244.90

9,645,341,614.74 拆入资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年初余额

吸收存款

应收利息
发放贷款和垫款

期末余额

交易性金融负债
870,116,325.00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或股东权益）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636,195,894.62
存放同业款项

年初余额
负

现金及银行存款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同时，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涉及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
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恒融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岩、兰晓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和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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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二、兖矿财务公司2021年1-3季度利润表（未经审计）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3,682.84
351,250,640.80

236,904,574.83

88,036,428.76

59,367,925.46

263,214,212.04

177,536,649.37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
风险。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