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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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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6日，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朱蓉

娟女士持有公司的2,600万股股份解除了质押。截至2021年7月26日，朱蓉娟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105,110,5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0.54%， 累计质押数量为7,896万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75.12%。

●截至2021年7月26日， 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数量为10,628.5万股，占

其合计持股数量的63.03%。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朱蓉娟女士《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2021年7月26

日，朱蓉娟女士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2,600万股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朱蓉娟

本次解质股份 26,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4.7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8%

解质时间 2021年7月26日

持股数量 105,110,542股

持股比例 20.5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78,96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1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43%

2、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7月26日，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韬、潘利斌、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朱蓉娟 105,110,542 20.54% 104,960,000 78,960,000 75.12% 15.43%

彭韬 22,514,600 4.40% 0 0 0 0

潘利斌 13,665,250 2.67% 0 0 0 0

广西国发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27,328,371 5.34% 27,325,000 27,325,000 99.99% 5.34%

合计 168,618,763 32.95% 132,285,000 106,285,000 63.03% 20.77%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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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国发集团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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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7月26日，国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7,328,3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4%，累

计质押数量为27,325,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9.99%。

●截至2021年7月26日， 国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0,628.5万股，占

其合计持股数量的63.03%。

近日，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朱蓉娟的一致

行动人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团” ）《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国

发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1,282万股股份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元证

券”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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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集

团

否 1,282万股 否 是 2021.7.23 2022.4.9

国 元 证

券

46.91% 2.51%

注：国发集团本次将其持有的公司1,282万股股份质押给国元证券不涉及新增融资，是为

其一致行动人朱蓉娟女士向国元证券的4,746万股股份质押提供的补充质押。

二、国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7月26日，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韬、潘利斌、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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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质

押的股

份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累计质

押的股

份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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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朱蓉娟 105,110,542 20.54% 78,960,000 78,960,000 75.12% 15.43% 0 0 0 0

彭韬 22,514,600 4.40% 0 0 0 0 0 0 0 0

潘利斌 13,665,250 2.67% 0 0 0 0 0 0 0 0

广西国 发

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

27,328,371 5.34% 14,505,000 27,325,000 99.99% 5.34% 0 0 0 0

合计 168,618,763 32.95% 93,465,000 106,285,000 63.03% 20.77% 0 0 0 0

三、国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半年内到期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一年内到期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 权

人

融 资

余额

(万

元)

还款资金来

源

国发集团 27,328,371

14,505,000 53.08% 2.83%

国 元

证券

2,205

自有资金、投

资收益

12,820,000 46.91% 2.51% -

朱蓉娟 105,110,542 47,460,000 45.15% 9.27%

国 元

证券

9,075

自有资金、投

资收益

四、与股份质押相关的其他情况

1、国发集团本次将其持有的公司1,282万股股份质押给国元证券，是为其一致行动人朱

蓉娟女士向国元证券的4,746万股股份质押（质押到期日为2022年4月9日）提供的补充质押，

不涉及新增融资。国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蓉娟目前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 还款来源包括股东自筹资金及投资收益等。 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

形。

2、国发集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3、国发集团最近一年与公司未发生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国发集团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5、国发集团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6、国发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东质押事项的进展，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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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地点变更及相关事项提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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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变更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报名登记情况，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安排， 为确保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

开，公司决定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变更为：昆明市昆明嘉丽泽华美达酒店国际会

议中心2号会议室。由于现场会议地点距市区较远，请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妥善安排行

程。

●相关事项提醒

1、为配合疫情防控的相关安排，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建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及公司提供的“约调研”网络直播平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为最大限度保障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中、高风险地区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因疫情防控需要不能到现场参加会议的，建议通过“约调研” 网络直播平台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省市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提前一天到昆明进行核酸检测，持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检测报告参加股东大会； 低风险地区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提供所在地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检测报告参加股东大会。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在国务院网站

查询境内中高风险地区信息（网址：http://bmfw.www.gov.cn/yqfxdjcx/index.html）。

3、本公司将对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采取参会登记、体温检测、查验核酸检测报告等疫

情防控措施， 请参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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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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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进入会议现场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及公司提供

的“约调研”网络直播平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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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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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93 *ST易见 2021/7/23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会议地点变更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报名登记情况，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安排， 为确保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

开，公司决定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变更为：昆明市昆明嘉丽泽华美达酒店国际会

议中心2号会议室，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大会召开地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于现场会议地点距市区较远，请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妥善安排行程。

（二）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地点变更

登记地点：昆明市昆明嘉丽泽华美达酒店国际会议中心2号会议室。

（三）相关事项提醒

1、为配合疫情防控的相关安排，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建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及公司提供的“约调研”网络直播平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为最大限度保障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参会人员的健康，中、高风险地区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因疫情防控需要不能到现场参加会议的，建议通过“约调研”网络直播平台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省市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提前一天到昆明进行核酸检测，持核酸

检测结果阴性的检测报告参加股东大会； 低风险地区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提供所在地48小

时内的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检测报告参加股东大会。 可在国务院网站查询境内中高风险地区

信息（网址：http://bmfw.www.gov.cn/yqfxdjcx/index.html）。

3、本公司将对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采取参会登记、体温检测、查验核酸检测报告等疫

情防控措施， 请参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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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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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进入会议现场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及公司提供

的“约调研”网络直播平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5、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如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疑问，或在昆明进行核酸检测需协助的，可

与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0871）65739748、65739748-1007、65650056

电子邮箱：e-visible@easy-visible.com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增加临时提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及

增加股东大会网络会议（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7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外，于2021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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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昆明市昆明嘉丽泽华美达酒店国际会议中心2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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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至2021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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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 关于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

4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5 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6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7 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津贴计划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及股东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9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0 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11.01 关于选举李雪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金祥慧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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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关于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4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5 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6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 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津贴计划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及股东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股东提供反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0 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11.01 关于选举李雪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2 关于选举金祥慧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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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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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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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红星

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 ）直接持有公司2,728,347,349股，占公司总股

本3,905,000,000股的69.87%。本次质押后，红星控股累计质押股份1,178,166,324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的43.1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0.17%。

●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20,487,71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52%，所持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况。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2,748,835,06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0.39%。本次质押后，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1,178,166,324股，

占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2.8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17%。

一、本次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26日收到红星控股通知，红星控股已将其持有的14,318,424股A股质押给

顺建投（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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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控

股

是

14,318,

424股

否 否 2021-07-22 2024-07-30

顺建投（天

津）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0.52% 0.37%

提供增

信担保

上述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2021年7月22日办理完成。本次质押业务主要为红星控股或其

子公司融资提供增信担保， 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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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红星

控股

2,728,347,349 69.87 1,163,847,900 1,178,166,324 43.18 30.17 0 0 0 0

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20,487,717股（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所持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况。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2,748,835,06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70.39%。本次质押后，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1,178,166,324股，占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2.8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17%。

红星控股及其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

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其他流动资金等，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

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红星控股将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上述交易出现的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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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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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00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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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1年7

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淡水泓二路96号，思进智能全资子公司一一宁波思进犇牛机

械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忠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1,238,

6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1826%。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4,849,81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66.506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6,388,8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766%。

（3）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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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654,5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5783%。

2、公司在任董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公司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235,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3,3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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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651,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2%；反对3,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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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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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上接B45版）

2021年4月30日，玉龙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鉴于

国际经济形势等外部宏观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上市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审慎、充分论证，为保护上市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经上市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商议，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

交易的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

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

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

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数据均来自于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财

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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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875,132.32 720,717.29 763,619.7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944.08 6,156.33 70.00

应收账款 207,940.30 19,921.28 27,451.15

预付款项 581,252.77 501,249.85 357,658.48

其他应收款 1,414,494.36 1,245,822.63 817,044.49

其他流动资产 109,665.64 87,407.65 88,690.61

流动资产合计 5,801,915.77 4,883,229.11 4,181,770.1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77,815.69 418,638.06 312,525.06

长期应收款 50,611.93 19,330.56 2,500.00

长期股权投资 617,619.26 358,363.42 51,806.73

投资性房地产 907,395.82 761,566.37 513,365.92

固定资产 273,320.64 130,796.75 132,292.29

在建工程 116,013.60 92,268.61 66,599.60

无形资产 13,659.45 17,398.26 13,721.74

长期待摊费用 644.87 555.52 498.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58.55 3,388.08 2,370.1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60,739.82 1,802,305.63 1,095,680.36

资产总计 8,362,655.59 6,685,534.74 5,277,450.4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6,890.00 168,531.98 121,160.11

应付票据 89,205.42 81,053.05 149,623.09

应付账款 139,524.22 75,051.07 105,494.93

预收账款 292,868.08 168,522.13 463,328.20

应付职工薪酬 2,094.61 1,243.46 932.06

应交税费 23,600.36 16,847.37 8,009.26

其他应付款 458,065.73 319,287.31 414,873.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64,125.40 837,636.10 256,331.63

流动负债合计 2,416,373.82 1,668,172.45 1,519,752.7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29,498.12 502,010.79 472,076.51

应付债券 2,228,131.15 1,637,482.38 1,097,658.78

长期应付款 615,078.10 563,318.42 413,913.86

递延收益 24,992.77 24,416.61 20,858.78

递延所得税负债 48,113.31 36,035.62 30,471.73

其他非流动负债 4,098.86 4,088.47 4,087.2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349,912.31 2,767,352.28 2,039,066.85

负债总计 5,766,286.13 4,435,524.74 3,558,819.61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210,431.17 148,650.00 148,650.00

资本公积 1,794,974.10 1,528,070.34 992,681.97

其他综合收益 6,641.20 2,008.66 5,598.79

盈余公积 19,499.44 17,285.63 15,544.81

未分配利润 33,302.75 32,468.48 42,092.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64,848.67 2,128,483.11 1,604,567.92

少数股东权益 131,520.80 121,526.90 114,062.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96,369.46 2,250,010.01 1,718,630.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362,655.59 6,685,534.74 5,277,450.47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701,118.91 528,900.45 501,095.80

其中：营业收入 701,118.91 528,900.45 501,095.80

二、营业总成本 718,941.33 544,874.45 520,466.62

其中：营业成本 622,276.81 428,829.72 452,189.65

税金及附加 16,990.48 24,192.70 13,274.66

销售费用 5,974.35 6,748.44 8,835.59

管理费用 28,114.77 24,926.04 22,218.80

研发费用 109.71 455.71 814.25

财务费用 45,475.21 59,721.85 22,559.21

资产减值损失 -745.87 -1,180.71 -574.4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0,263.13 22,707.01 11,608.20

投资收益 6,623.38 12,570.81 19,873.4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1,305.69 -167.48 -513.19

资产处置收益 192.21 4.41 753.24

其他收益 9,291.88 5,488.90 3,198.39

三、营业利润 37,802.32 23,616.43 16,062.49

加：营业外收入 424.31 2,450.71 1,410.50

减：营业外支出 854.61 1,173.07 1,192.66

四、利润总额 37,372.01 24,894.06 16,280.33

减：所得税费用 24,986.56 14,263.23 5,694.44

五、净利润 12,385.45 10,630.84 10,585.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98.08 6,617.14 11,088.83

少数股东损益 -412.63 4,013.69 -502.9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581.46 -3,876.24 1,364.94

七、综合收益总额 16,966.92 6,754.60 11,950.8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05,999.45 525,292.20 597,788.0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961.40 5,364.22 649.5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3,740.40 208,456.70 229,028.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0,701.25 739,113.13 827,466.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14,767.22 810,426.07 571,394.3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966.98 17,092.29 12,819.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827.55 44,010.59 46,621.0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2,913.22 86,712.08 87,620.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73,474.97 958,241.03 718,45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773.72 -219,127.90 109,010.7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440.63 2,464.59 2,735.8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31.60 6,705.95 21,114.0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10 205.36 35,375.3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 - 17.5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4,251.10 12,689.29 5,100.3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2,433.43 22,065.19 64,343.0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5,657.74 123,699.19 17,114.79

投资支付的现金 433,629.30 309,854.24 272,154.23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321.72 43.97 -1,539.85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0,760.13 784,616.55 498,281.9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89,725.45 1,218,213.95 786,011.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7,292.03 -1,196,148.76 -721,668.0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65,395.00 275,550.20 152,795.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23,987.20 1,027,606.54 744,574.48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1,475,138.36 918,039.80 781,355.5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0,868.19 499.13 106,748.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25,388.75 2,221,695.67 1,785,473.93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605,881.88 678,966.05 991,905.4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219,903.04 159,630.52 107,909.9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713.99 21,362.85 1,625.2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5,498.91 859,959.41 1,101,440.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9,889.84 1,361,736.26 684,033.4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33.06 8.16 23.8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591.04 -53,532.25 71,400.0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3,251.83 736,784.08 665,384.0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2,842.87 683,251.83 736,784.08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

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 昊

2021年7月26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内部决策文件；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二十四个月内相关交易的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八）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

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承诺；

（十）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

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的说明；

（十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十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十三）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 昊

2021年7月26日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济南市

股票简称 玉龙股份 股票代码 6010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

泰广场6号楼3301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3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 A股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 187,920,000股

持股比例： 24.0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种类： A股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 39,150,000股

变动比例： 5.00%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管理

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备注：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

续。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 昊

2021年7月26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6

2021年 7 月 28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