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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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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20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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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0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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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

下午15:00-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8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长青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2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13,746,73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9.476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计1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2,150,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17.070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8人，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291,596,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4063％。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16,970,298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15,567,558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

股本数为1,301,402,740股。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

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13,746,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118,0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

结果：通过。

（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13,746,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118,0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

结果：通过。

（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99,104,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1499％；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

14,642,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0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475,57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2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4,642,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57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

结果：通过。

（四）《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13,746,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118,0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

结果：通过。

（五）《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为2019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09,533,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800％； 反对2,229,1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39％；弃权1,983,7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6,905,07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069％；反对2,229,1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73％；弃权1,983,79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5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

结果：通过。

（六）《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217,

815,722股）、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785,790股）、深圳市信

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42,177,515股）、毛长青（持有公司股份280,

00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33,468,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2014%；反对9,218,7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798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899,276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165％；反对9,218,7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8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七）《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217,

815,722股）、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785,790股）、深圳市信

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42,177,515股）、毛长青（持有公司股份280,

00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28,477,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1447%；反对14,210,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55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908,003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499％；反对14,210,025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5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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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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98号2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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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3,02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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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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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明秀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

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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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董事彭海帆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米秀萍女士出席会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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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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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4,955 99.3945 931,400 0.4587 297,800 0.1468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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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7,955 99.2975 931,400 0.4587 494,800 0.2438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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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3,155 99.2606 931,400 0.4587 569,600 0.2807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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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38,255 99.3173 891,100 0.4389 494,800 0.2438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其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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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64,155 99.3793 765,200 0.3769 494,800 0.2438

6、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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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3,855 99.2610 992,500 0.4888 507,800 0.2502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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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2,334 97.4039 790,800 2.3904 68,000 0.2057

8、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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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73,455 99.1869 1,310,900 0.6456 339,800 0.1675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未实现及承诺方应进行补

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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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52,734 97.7981 496,800 1.5017 231,600 0.7002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补偿方案实施

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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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3,534 97.5889 586,600 1.7732 211,000 0.6379

11、

议案名称：《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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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6,767 98.8979 1,715,888 0.8451 521,500 0.2570

12、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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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055 99.2650 1,132,300 0.5577 359,800 0.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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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的议案》

31,821,

134

96.1911 765,200 2.3131 494,800 1.4958

6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1,580,

834

95.4647 992,500 3.0001 507,800 1.5352

7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

32,222,

334

97.4039 790,800 2.3904 68,000 0.2057

8

《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31,430,

434

95.0101

1,310,

900

3.9626 339,800 1.0273

9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未实现及承诺方应进行补偿的议

案》

32,352,

734

97.7981 496,800 1.5017 231,600 0.7002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全权办理补偿方案实施相关事宜

的议案》

32,283,

534

97.5889 586,600 1.7732 211,000 0.6379

11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议案》

30,843,

746

93.2366

1,715,

888

5.1869 521,500 1.5765

12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31,589,

034

95.4895

1,132,

300

3.4227 359,800 1.087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过半数同意后通过。 关联股东彭海帆、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

开发总公司对议案7、议案9、议案10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马雷 赵雪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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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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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及分公司涉及

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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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阶段：判决/裁决阶段

●公司子公司及分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23,472,452.40元及利息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子公司及分公司涉及的建

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因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

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大

高新” ） 近日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哈中院” ）

（2018）黑01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书》及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哈

仲裁委” ）[2018]哈仲裁字第1758号《裁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黑龙江省国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秀建筑” ）与

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博会展”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

1、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黑龙江省国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国秀建筑与红博会展于2015-2017年间分别签署29份 《建筑装饰工程

施工合同》， 国秀建筑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于2018年5月向哈中院提起

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1）。 哈中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作出了

（2018）黑01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书》。

2、判决书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十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红博会展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国秀建筑工程款

18,760,050.40元；

（2）、 被告红博会展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国秀建筑工程款

18,760,050.40元欠款利息， 欠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率，自2018年5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

（3）、驳回原告国秀建筑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161.02元，由红博会展承担134,360元，由国秀建筑承

担3,801.0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红博会展负担。

（二）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七建” ）与哈

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城（以下简称“红博商贸

城”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 ）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1、案件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城（为

公司分公司）

被申请人：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为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公司）

2010年开始，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签订7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

充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申请人承建二被申请人发包的黄河公园影城等七

项工程，申请人已将上述工程施工完毕。 2012年6月13日，二被申请人及哈尔

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产作价1,

443.45万元抵给申请人；2012年7月20日红博商贸城以作价601.98万元房产

抵给申请人，其中除一套作价130.74万元房产能够办理产权登记外，其余抵

债房产均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抵债协议无法履行，省七建向哈仲裁委申请仲

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8-152）。 哈仲裁委经过二次庭审，作出了[2018]哈仲裁字第1758号

《裁决书》。

2、裁决书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参照《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仲裁庭裁

决如下：

（1）、 申请人省七建与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于2012年7月20日订立的

《协议书》 中除山东海阳府邸二期金海翠林29栋1层2号房产 (建筑面积：

178.03平方米，房产价款：1,307,452.00元)继续抵偿同等金额的应付工程款

外，其他以房抵偿应付工程款的内容予以解除；

（2）、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0日内给

付申请人省七建工程款4,712,402.00元；

（3）、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0日内给

付申请人省七建工程款4,712,402.00元的利息1,708,103.70元 (2012年6月

13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工程款利息，

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以未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4）、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0日内给

付申请人省七建工程款14,434,560.00元的利息5,330,208.44元 (2012年6

月13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工程款利

息，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以未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申请人省七建预交的仲裁费用216,561.00元， 由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

会展中心承担。 被申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承担的上述仲裁费用由被申

请人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在履行本裁决确定的给付事项时一并给付申请人

省七建。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及分公司涉及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因案件尚未执行完

毕，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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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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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6日

以邮件、传真和电话等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19年5月20

日下午在公司中央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董事6名，实参加董事5名，董事李南京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此次会议，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熊海涛

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熊海涛、何宇飞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 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ST毅昌 公告编号：2019-02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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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6日以

邮件、传真和电话等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

下午在公司中央会议室召开，应参加监事3名，实参加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刘劲松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ST毅昌 公告编号：2019-030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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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州诚

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补充流动资金，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投资” ）申请

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 借款期限为叁个月，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利息）为

758333.33元。

2、公司实际控制人熊海涛女士为诚信投资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何宇飞为诚信投

资控股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向诚信投资借款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熊海涛女士、何宇飞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麦堪成先生、白华先生和张

孝诚先生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向关联方借款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999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熊海涛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企业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投资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三、关联交易内容及安排

1、出借方：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借款方：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伍仟万元整

4、借款期限：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叁个月，自实际提款日（含该日）起算，实际

提款日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

5、借款利率：6%

6、还款方式：到期前归还全部借款本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方借款的借款利率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借款可以解决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优化公司的借款结构，降低公司融资

的综合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6666.67元。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标的相关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金额

关联交易金额

（利息）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50000000 8333.33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 25000000 477291.67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 50000000 1016666.67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1502291.67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上述事

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的借款额度， 一定

程度上能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本次借款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借款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

意公司向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的借款额度。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