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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变更会议地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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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更后的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大道2748号上海电气培训基地报告厅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28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727

上海电气

2021/6/22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为进一步做好本次股东大会的疫情防控工作，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由原通知中“中国

上海市浦东大道2748号上海电气培训基地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变更为“中国上海市浦东大道

2748号上海电气培训基地报告厅” 。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本公司建议A股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方式、H股股东优先通过委托

大会主席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国家及上

海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规定和要求。本公司将对现场参会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采取参会登记、体温检测、检查健康码、行程码等疫情防控措施，请参会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如有发热等症状或不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如现场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人数已达到股东大会

当天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规定的上限，将按“先签到先入场” 的原则入场，后续出

席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将可能无法进入会议现场。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21年5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6月28日 9点 0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大道2748号上海电气培训基地报告厅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28日

至2021年6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

2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

√

3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报告

√

4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

预案

√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认

2020

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及

批准

2021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额度的预案

√

8

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预案

√

9

关于公司

2021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于选举蔡小庆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1

）人

10.01

蔡小庆

√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2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

3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报告

4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的预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认

2020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

薪酬及批准

2021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额度的预案

8

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预案

9

关于公司

2021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于选举蔡小庆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10.01

蔡小庆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股东大会回执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拟亲自/委托代理人 ，出席贵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星期一）上午9：00在中国上

海市浦东大道2748号上海电气培训基地报告厅举行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A

股）

身份证

/

护照号

通讯地址

日期：2021年___月____日 签署：_______________

附注：

1、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2、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护照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

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

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

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

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

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

4.02

例：赵

××

4.03

例：蒋

××

…… ……

4.06

例：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

5.02

例：王

××

5.03

例：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

6.02

例：陈

××

6.03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

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

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 500 100 100

4.02

例：赵

×× 0 100 50

4.03

例：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 0 100 50

证券代码：001207� � � �证券简称：联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1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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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2021]603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

称“联科科技” ，股票代码“001207” ，本次公开发行的4550.00万股股票自2021年6月23日起上

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期

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公司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

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2019年度、

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永证审字（2021）第130002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总额

62,686.37 51,397.89 53,367.27

非流动资产总额

55,301.47 43,081.15 36,706.33

资产总额

117,987.85 94,479.03 90,073.59

流动负债总额

55,820.28 49,602.28 56,239.76

非流动负债总额

5,736.99 733.26 772.88

负债总额

61,557.27 50,335.54 57,012.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423.78 43,160.89 31,780.99

少数股东权益

1,006.80 982.60 1,279.96

股东权益合计

56,430.58 44,143.49 33,060.9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99,599.35 97,152.49 94,133.79

营业利润

13,885.10 7,178.60 10,641.64

利润总额

13,692.27 7,227.32 10,676.60

净利润

12,021.84 6,681.03 9,538.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42.36 6,615.33 8,823.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1,299.39 6,266.53 8,904.8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5.99 3,202.55 15,840.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8.25 -1,928.81 518.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7.24 2,169.07 -16,509.6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2.49 3,454.61 -163.53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12 1.04 0.95

速动比率（倍）

0.94 0.84 0.8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5.37% 29.16% 39.07%

资产负债率（合并）

52.17% 53.28% 63.30%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

占净资产比例

0.16% 0.17% 0.32%

项 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19 5.64 5.17

存货周转率（次）

8.06 9.42 8.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

股）

4.06 3.16 2.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1,842.36 6,615.33 8,823.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1,299.39 6,266.53 8,904.8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9,581.36 12,193.62 15,486.29

利息保障倍数（倍）

20.27 10.93 9.7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0.40 0.23 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7 0.49 0.72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24.02% 17.32% 31.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22.92% 16.41% 32.09%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的说明

公司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已对公司2021年3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1-3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永阅字（2021）第410007号《审阅报

告》。

2021年1-3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末

2020

年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121,876.12 117,987.85 3.30%

负债合计

59,912.27 61,557.27 -2.67%

所有者权益

61,963.85 56,430.58 9.81%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33,457.58 18,870.83 77.30%

营业利润

6,481.32 1,240.25 422.58%

利润总额

6,507.99 1,231.57 428.43%

净利润

5,533.27 1,048.79 427.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82.59 1,035.76 429.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49.45 962.76 41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8.99 -1,145.36 58.81%

注：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 （永阅字 （2021）第

410007号），未经审计。

1、资产及所有者权益变动分析

2021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121,876.12万元，与2020年末相比增长3,888.27万元，增幅3.30%，

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增加5,675.82万元导致。

2021年3月末， 公司所有者权益61,963.85万元， 与2020年末相比增长5,533.27万元， 增幅

9.81%，主要原因为2021年1-3月公司实现净利润5,533.27万元导致。

2、经营情况变动分析

（1）营业收入变动分析

2021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457.58万元，同比增长77.30%，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

长。2021年1-3月，公司各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

炭黑

20,735.09 10,815.24 91.72%

二氧化硅

11,520.45 6,350.15 81.42%

硅酸钠

379.55 1,131.78 -66.46%

合计

32,635.09 18,297.17 78.36%

2021年1-3月，公司炭黑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0,735.09万元，同比增长91.72%，二氧化硅产

品实现营业收入11,520.45万元，同比增长81.42%，炭黑及二氧化硅产品营业收入的增长是公司

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①2020年1-3月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炭黑及二氧化硅的销量基数较低，2021

年1-3月受市场需求恢复及有所增长的影响，炭黑及二氧化硅的销量实现了较大增长，公司主

要产品2021年1-3月销量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变动

炭黑

30,188.70 22,797.73 32.42%

二氧化硅

29,884.97 15,695.24 90.41%

硅酸钠

3,024.00 9,978.22 -69.69%

2021年1-3月， 公司炭黑产品销量30,188.70吨， 同比增长32.42%， 二氧化硅产品销量29,

884.97吨， 同比增长90.41%， 公司炭黑及二氧化硅销量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增

长。由于公司二氧化硅销量的增长，公司生产二氧化硅内部领用硅酸钠的数量增加，导致硅酸

钠对外销售量有所降低。

②受益于市场需求的改善，炭黑销售价格亦实现了同步增长，炭黑价格的增长同样为炭

黑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2021年1-3月，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

炭黑

6,868.50 4,744.00 44.78%

二氧化硅

3,854.93 4,045.91 -4.72%

硅酸钠

1,255.12 1,134.25 10.66%

2021年1-3月，公司炭黑产品销售单价为6,868.50元/吨，同比增长44.78%，炭黑产品销售

价格的大幅增长对炭黑营业收入的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在轮胎产业链景气度提升的拉动下，2020年三季度以来国内炭黑价格持续上涨， 由2020

年9月的5,200元/吨左右增长至2020年12月的7,500元/吨左右， 涨幅达45.00%。2021年1月至

2021年3月炭黑价格仍保持一定上涨态势， 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0年-2021年3月炭黑价格

（华东地区N330市场平均价）走势图如下：

单位：元/吨

（2）利润水平变动分析

2021年1-3月，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481.32万元、6,507.99万元、5,533.27万元、5,

482.59万元和4,949.45万元，分别同比增长422.58%、428.43%、427.59%、429.33%和414.09%，实现

了经营业绩的大幅提升，公司炭黑及二氧化硅毛利的提升是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增长的主

要原因，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变动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炭黑

6,186.89 29.84% 1,037.51 9.59% 20.24%

二氧化硅

3,331.12 28.91% 2,099.06 33.06% -4.14%

硅酸钠

27.20 7.17% -7.35 -0.65% 7.82%

合计

9,545.21 29.25% 3,129.22 17.10% 12.15%

2021年1-3月，炭黑产品实现毛利6,186.89万元，同比增加5,149.38万元，二氧化硅产品实

现毛利3,331.12万元，同比增加1,232.06万元。受炭黑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影响，炭黑毛利率大幅

增长，炭黑价格的变动情况具体详见“（1）营业收入变动分析” ，二氧化硅产品受市场价格有

所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毛利率有所下降。

2021年1-3月，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变动及毛利率变动对毛利的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销售收入影响金额 毛利率影响金额 毛利变化金额合计

炭黑

951.61 4,197.77 5,149.38

二氧化硅

1,709.06 -477.01 1,232.06

硅酸钠

4.88 29.67 34.55

合计

2,665.56 3,750.43 6,415.99

2021年1-3月，炭黑收入增长导致炭黑毛利增长951.61万元，炭黑毛利率上升导致炭黑毛

利上升4,197.77万元， 在炭黑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大幅增长的作用下炭黑毛利金额实现大幅增

长。

2021年1-3月，二氧化硅收入增长导致二氧化硅毛利增长1,709.06万元，二氧化硅毛利率

下降导致二氧化硅毛利金额下降477.01万元，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二氧化硅毛利金额增

长1,232.06万元。

（3）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1-3月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联科科技 黑猫股份 龙星化工 永东股份 确成股份

营业收入

33,457.58 185,817.23 82,042.00 83,892.44 33,839.53

同比变动

77.30% 69.29% 74.04% 84.59% 43.50%

营业利润

6,481.32 31,111.15 9,441.92 15,743.87 7,776.48

同比变动

422.58% 13730.73% 2347.10% 621.72% 90.91%

利润总额

6,507.99 31,172.62 9,454.74 15,350.35 8,199.03

同比变动

428.43% 22403.98% 3246.78% 633.68% 86.85%

净利润

5,533.27 29,211.20 8,005.95 13,047.16 6,700.40

同比变动

427.59% 3250.82% 6290.75% 633.91% 88.9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82.59 27,510.32 8,005.95 13,047.16 6,700.40

同比变动

429.33% 7035.28% 6290.75% 633.91% 88.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49.45 27,209.12 8,106.30 13,363.28 6,399.27

同比变动

414.09% 3956.15% 7619.39% 699.86% 94.74%

2021年1-3月，同行业可比公司黑猫股份、龙星化工、永东股份、确成股份经营业绩均出现

了大幅上涨。受炭黑景气度提升的影响，主营炭黑产品的黑猫股份、龙星化工和永东股份经营

业绩上涨幅度较大，主营二氧化硅产品的确成股份经营业绩涨幅相对较低，公司主要产品为

炭黑及二氧化硅等，经营业绩涨幅位于黑猫股份、龙星化工、永东股份和确成股份之间。

3、现金流量变动分析

2021年1-3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18.99万元， 与2020年同期-1,

145.36万元相比，下降673.63万元，下降金额相对较小。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宏观经济及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

公司属于化工行业，主要生产二氧化硅、炭黑。报告期内，二氧化硅销售收入分别为32,

910.26万元、31,898.19万元、34,260.09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5.52%、33.47%和

35.20%；炭黑销售收入分别为52,982.66万元、58,544.89万元、60,016.40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57.18%、61.44%和61.67%。

上述产品的市场需求及价格波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若未来宏观经济形

势下行、下游需求不足或者炭黑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得不到有效改观，可能导致公司业绩继

续下滑。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二氧化硅产品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纯碱、硫酸和石英砂，炭黑生产所用的主

要原材料包括炭黑油、蒽油、煤焦油等。2018年、2019年、2020年公司采购纯碱的金额分别为9,

162.06万元、7,907.88万元、6,371.57万元，占当期原材料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15.95%、12.52%、

11.47%；采购炭黑油的金额分别为16,608.59万元、18,315.66万元、17,055.94万元，占当期原材料

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28.91%、29.00%、30.69%； 采购煤焦油的金额分别为12,310.79万元、13,

982.79万元、12,841.40万元， 占当期原材料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21.43%、22.14%、23.11%。纯

碱、炭黑油、煤焦油为大宗原材料，其价格受环保政策、原油价格、国内外市场供需影响而波

动，公司存在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给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三）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受宏观经济运行及下游供需状况的影响，公司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导致毛利率波动较大。

报告期内，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4.28%、18.30%和25.30%， 二氧化硅毛利率分别为38.71%、

31.80%和37.60%，炭黑毛利率分别为16.41%、11.40%和18.23%。

未来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下行、下游需求不足、公司非橡胶用客户拓展不达预期，产品销售

价格进一步下降，公司将面临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四）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9,538.07万元、6,681.03万元和12,021.8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8,823.69万元、6,615.33万元和11,842.36万元。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波动

较大且行业景气度对公司利润水平影响较大，2018年公司所处行业的景气度较高， 利润水平

相对较高，2019年随着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的下降公司经营业绩有所降低。2020年下半年公

司所处行业景气度回升，利润规模大幅增加。

未来，如果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下降或公司未能采用有效措施降低行业景气度下降对公

司的负面影响，公司将面临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五）环境保护风险

化工行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废气和固体废物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

响。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要求不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工业生产企业的环保

排放标准要求也逐步提升。未来，如果国家环保政策进一步趋严，会对公司今后的生产经营在

环保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公司的环保费用支出，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影响。

（六）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炭黑生产所需的煤焦油等原材料具有易燃性，二氧化硅生产所需的硫酸为危险化学

品，且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部分工序为高温高压环境。因此，公司存在因物品保管及操作不当、

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风险。

（七）产能不能及时消化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公司将新增高分散二氧化硅生产能力10万吨/年。由

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与市场供求、行业竞争、技术进步、公司管理及人才储备等情况密切相关，

因此不排除项目达产后存在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加剧或市场拓展不利等因素引致的产能无法

消化、 公司现有业务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收入及利润水平未实现既定目标等情况，对

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的风险

2020年初以来，我国及欧美地区、韩国、日本、伊朗等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如果后续疫情发生不利变化及对公司下游轮胎行业以及汽车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等情

况，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此外，公司客户及目标客户可能受到整体经济形势或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进而对公司货款的收回、业务的开拓等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

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32� � � � �证券简称：苏州龙杰 公告编号：2021-028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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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苏州龙杰” ）于2021年3月1日召开

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范围内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现金管理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该额

度范围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

见2021年3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苏州龙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起息日 到期日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

金额

（万元）

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银行理

财产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

92

天

（挂钩汇款看涨）

（

2699211931

）

2021

年

3

月

22

日

2021

年

6

月

22

日

3,000

1.56%-

3.60%

27.22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开放式保本理财

产品

5,000 5,000 290.34 0

2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276.74 0

3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5,000 5,000 42.76 0

4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5,000 5,000 65.47 0

5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保本

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5,000 5,000 89.79 0

6

交通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

产品

5,000 5,000 90.62 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暨阳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85.70 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暨阳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5,000 5,000 61.56 0

9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

产品

5,000 5,000 49.62 0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分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5,000 5,000 47.26 0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暨阳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3,000 3,000 13.56 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暨阳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5,000 5,000 25.27 0

13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

产品

5,000 5,000 40.90 0

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2,000 0 0 2,000

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3,000 3,000 27.22 0

合计

83,000 81,000 1,206.81 2,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26.19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33.7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

三、备查文件

1、交通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88� � �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21-14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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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盐田港股份

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72号）核准，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东

配售306,961,747股人民币普通股，配股价格3.8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184,872,343.42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82,620,492.69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公司配股资金到账情况进行核验， 并对公司截止2020年8月19日的新增资本实收情况出具

了天健验[2020]7-92号验资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2020年

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天职业字[2021]23577号鉴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和要求，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规定审批，保证专款专用。截止2021年

6月21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石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名称 开户行 账号

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110301012800541364

2

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5433740000

3

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714902529210806

4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5785080000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截止2021年6月21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子公司已于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仅用于惠

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扩建项目、黄石新港二期工程11-13#和23#泊位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及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配合调查与查询。万联证券每半年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公司授权万联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志宏、尹树森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

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万联证券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开户银行每月21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万联证券。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万联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万联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万联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万联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万联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万联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万联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

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公司、万联证券及开户银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97� � � � �证券简称：长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4

债券代码：113528� � � � �债券简称：长城转债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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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法

定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3）。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MA2B4DLG2A

2.名称：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长城大道1号8幢

5.法定代表人：顾正韡

6.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捌佰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8年4月26日

8.营业期限：2018年4月26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异形线材的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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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3703� � � � �证券简称：盛洋科技 公告编号：2021-� 052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内审部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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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内审部负责人孙

娅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孙娅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职务，其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孙娅女士辞去内审部负责人职务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

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安枫丰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

责人，任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安枫丰女士简历如下：

安枫丰：女，1984年11月出生，中级会计师。历任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科

长，内审专员。

安枫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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