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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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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201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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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15:00至2019年9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任发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2019年8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人， 代表股份1,401,246,57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

090,806,126股的67.0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1人，代表股份1,194,111,1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7.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207,135,3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1%。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1,342,249,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4.2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135,114,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54.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207,135,3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9.91%。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6人， 代表股份58,997,0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6人，代表股份58,997,0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2.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

8、董事黄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君泽君

（广州）律师事务所石庆华、邢一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使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郑任发、汪春华、王萍、方智、陈敏、曾志

军、杜军、卓威衡、操宇、黄海；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鲍方舟、顾乃康、刘中华、张华、曾小清。

本提案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郑任发 1,398,298,370 99.7896%

汪春华 1,398,298,370 99.7896%

王萍 1,398,298,370 99.7896%

方智 1,396,019,888 99.6270%

陈敏 1,398,298,370 99.7896%

曾志军 1,398,298,370 99.7896%

杜军 1,398,298,370 99.7896%

卓威衡 1,398,298,370 99.7896%

操宇 1,398,298,370 99.7896%

黄海 1,398,298,370 99.7896%

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顾乃康 1,401,208,671 99.9973%

鲍方舟 1,401,208,671 99.9973%

刘中华 1,401,208,671 99.9973%

张华 1,401,208,671 99.9973%

曾小清 1,401,208,671 99.9973%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蒋昌稳、李海虹、柯琳，与本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2名职工代表监事冯源、周益三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本提案表决情况：

监事候选人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蒋昌稳 1,399,438,210 99.8709%

李海虹 1,399,438,210 99.8709%

柯琳 1,396,302,328 99.6472%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报酬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01,208,6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73%；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42,211,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5.7870%；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8,997,0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103%；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报酬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01,208,6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73%；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42,211,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5.7870%；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8,997,0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103%；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01,208,6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73%；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42,211,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5.7870%；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8,997,0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103%；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01,208,6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73%；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42,211,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5.7870%；反对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0.0027%；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8,997,0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103%；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 石庆华 邢一燕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关于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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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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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于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2019年9月12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送达各位董事。 会

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5名，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成员选举，郑任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本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汪春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杨汉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梁继荣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等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左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程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方智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王萍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赫兵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经选举，刘中华独立董事、张华独立董事、方智董事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刘中

华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经选举，鲍方舟独立董事、顾乃康独立董事、黄海董事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其中，鲍方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郑任发董事长、汪春华董事、鲍方舟独立董事、张华独立董事、曾小清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郑任发董事长担任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以下事项：

1、成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主要负责企业风险管理体系

建立、执行与监督等。

2、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由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由董事长郑任发担任，委员为独立董事顾乃

康、鲍方舟。 风险管理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定的《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1日

附件一、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附件二、公司副总经理等人员的议案

附件一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汪春华先生

汪春华，男，55岁，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2006年9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3

月至2015年10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5年10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本公司参股公司

赣州赣康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赣州康大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深圳惠盐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汪春华先生持有公司A股股份135,1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2、杨汉明先生

杨汉明，男，49岁，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 2000年3月

起在本公司历任投资策划部副部长、法律事务部部长、投资发展部部长。2017年8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 兼任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赣州康大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2019年9月

10日起兼任本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杨汉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梁继荣先生

梁继荣，男，45岁，本科学历，经济师，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 1996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7月至1997

年1月在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作；1997年1月至今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作，1997

年1月至2005年12月先后任证券事务部业务员、业务主办；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任公司经营开发部副

经理兼安全生产工作办公室主任，2008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梁继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

公司副总经理等人员的议案

1、左江女士

左江，女，46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

格。 1994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副经理、部长、董事会秘书，2015年10月起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本公司参股公司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左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程锐先生

程锐，男，44岁，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具有律师资格。 1997年7月起，先后任香港新粤有限公司

发展部职员、投资经营部副经理、投资经营部经理，2015年8月任香港新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4月

至2017年8月任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 2017年8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期

间，2019年5月起，派驻揭阳市揭西县金和镇山湖村党组织任第一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程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方智先生

方智，男，55岁，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广东

省交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5月起至今任公司总会计师，2015年12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总会计师。兼任本公司参股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方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王萍女士

王萍，女，54岁，本科学历、路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师、高级经济师。 2001年2月至2012

年4月任本公司基建管理部部长，2012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2014年4月21日起， 任本公司董事。

兼任本公司参股公司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萍女士持有公司B股股份3,5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赫兵女士

赫兵，女，52岁，法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 2005年8月至2012年7月，任本公司副总

经济师，2012年7月起，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兼任本公司参股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广东

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赫兵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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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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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于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

议文件已于2019年9月12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

到监事5名，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超过全体监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高速

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经监事会全体成员选举，蒋昌稳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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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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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58.2933万股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9年9月26日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经审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

条件的177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61.3188万份，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19%。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

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

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18年7月1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18年7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

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19年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

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19年6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7、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基本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共计58.2933万份，激励对象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占获授股票期权数

量比例

本次行权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陈永波 副总经理 2.1 30% 0.007%

郑涛 副总经理 1.89 30% 0.00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3.99 30% 0.012%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骨干）（171人） 54.3033 28.94% 0.169%

合计（173人） 58.2933 29.01% 0.182%

注：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

（2019）第010075号），本次股票期权实际行权人数为173名，行权股份58.2933万份。 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全部

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3.0255万份，其中4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全部股票期权，9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部分股票期权，上述放

弃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3、行权数量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73人。

三、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19年9月26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8.2933万股。

（三）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参与行权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3.99万股。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参与激励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将自本次行权股

份登记之日起锁定6个月；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四）本次行权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055,388 0 38,055,38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82,483,255 582,933 283,066,188

合计 320,538,643 582,933 321,121,576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9月11日出具了《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兴

华验字（2019）第010075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19年9月9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认为：截至2019年9月9日止，

公司已收到满足行权资格的173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行权款项合计60,068,331.00元人民币，计入股本的为人民

币伍拾捌万贰仟玖佰叁拾叁元整（￥582,933.00），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59,485,398.00元。

2019年9月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公司2019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7,486,979.70元， 公司

2019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66元/股；本次行权后，以行权后总股本321,121,57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19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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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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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8日完成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上海思立微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对应的股份登记工作，新增股份22,688,014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84,894,488股变

更为307,582,502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84,894,488元变更为人民币307,582,502元；公司于2019年8月7日完成发行股

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登记工作，新增股份12,956,141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307,582,502股变更为320,538,64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7,582,502元变更为人民币320,538,643元。

2019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9年9月1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工商变更登

记内容为：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元28489.4488万元”变更为“人民币元32053.8643万元” ；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A座12层01-15室

法定代表人：何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32053.8643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04月06日

营业期限：2005年04月0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电信设备、手持移动终端的研发；委托加工生产、销售自行研

发的产品；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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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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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截至2019年9月19日，公司股票已连续4个交易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9月17日、2019年9

月18日、2019年9月19日）涨停。 2019年9月20日，公司股票涨幅9.64%，收盘价格为29.68元。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近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中的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 公司TTM市盈率高于与公司业务相似程度相对较高或较为综合型的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TTM

市盈率平均值及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

● 公司拟与上海帕佛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佛儿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华嶅新能源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暂用名，以下简称“华嶅新能源” ）。 华嶅新能源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

中公司拟出资190万元，占股19%，注册资本较少，公司持股比例较低。

● 华嶅新能源拟进行的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控制系统、氢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产品尚处于初期技

术开发准备阶段，存在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存在开发不及预期的情况。 受技术和氢燃料配套设施的限制

等，该项目开发产品的上市时间和未来市场推广计划暂不确定。 氢燃料电池技术成本能否降低到进入大

规模商业应用仍存在不确定性。 华嶅新能源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工商注册。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审慎投资。

● 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华培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783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有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5）。

●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从1-8月产销情况来看，汽车产销整体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1-8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3.9万辆和1610.4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2.1%和11%。 从2019年8

月产销数据完成情况看，产销量均未达到200万辆，行业产销整体大幅下降的情况虽有所改变，但面临的

压力仍没有有效缓解。 8月进入车市产销回升期，环比开始呈现增长，但增幅并不明显。

● 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披露了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披露了《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异常

波动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披露了《上海华培动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3）。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公告内容。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上海帕佛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佛儿公司” ）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吴怀磊先生发函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9月18日、9月19日、9月2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截至2019年9月2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29.68元。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2019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29,630万元，同比增长

19.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53万元，同比增长26.11%。 相关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详见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二） 截至2019年9月20日，A股上市公司中与公司业务相似程度相对较高或较为综合型的汽车零

部件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市盈率（TTM）

9月18日 9月19日 9月20日

1 蠡湖股份 300694.SZ 47.53 49.27 49.79

2 科华控股 603161.SH 17.30 17.78 17.62

3 爱柯迪 600933.SH 21.32 21.26 21.19

4 康跃科技 300391.SZ 27.90 28.21 28.21

5 贝斯特 300580.SZ 18.97 19.39 19.31

平均值 26.60 27.18 27.22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汽车制造业） 14.35 14.45 14.44

华培动力（TTM） 59.92 65.91 72.27

注1：数据来源为同花顺及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注2：市盈率（TTM）=当日总市值÷最近12个月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截至2019年9月20日，上述5家上市公司TTM市盈率平均值为27.22，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

会行业市盈率为14.44， 华培动力TTM市盈率高于上述上市公司TTM市盈率平均值及证监会行业市盈

率。

（三）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帕佛儿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怀磊先生，确认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四）华嶅新能源拟进行的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控制系统、氢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产品尚处于初期

技术开发准备阶段，存在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存在开发不及预期的情况。 受技术和氢燃料配套设施的限

制等，该项目开发产品的上市时间和未来市场推广计划暂不确定。 氢燃料电池技术成本能否降低到进入

大规模商业应用仍存在不确定性。 华嶅新能源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工商注册。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风险，理性投资。

（五）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出现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 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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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有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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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278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全文公告如下：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0日，公司披露公告称，拟出资190万元，与控股股东上海帕佛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帕佛儿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华嶅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嶅科技)。 华嶅科技注册

资本1000万元，公司占股19%，从事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控制系统、氢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的研发和生

产。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帕佛儿公司净资产规模为7769.28万元，最近一年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

-366.76万元。 本次拟设立的华嶅科技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仅出资190万元，目前尚处于筹备设立阶

段，尚未完成工商登记，相关产品处于技术开发准备阶段。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华嶅科技拟从事领域

在技术、投资、人才、资金等方面的要求、行业惯例和可比公司投资情况，对比你公司和帕佛儿公司在相

关领域技术、人才与资信等方面的具体储备情况，具体分析公司和帕佛儿公司对完成相关产品开发落地

的资金储备和技术实力，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2)华嶅科技技术开发准备的具体进展情况，相关技术储

备的实际情况并进行同行业比较，并结合后续开发难度、时间表、预计投入情况等，充分提示相关产品的

研发和产业化等方面的风险；(3)结合公司的主营业务，说明在华嶅科技拟进入的相关领域，是否与公司

存在协同效应，前期可行性研究的具体情况；(4)结合相关规则，说明公司自愿性披露上述投资事项的主

要意图和相关考虑，及后续信息披露一致性披露的相关安排。

二、根据公司分别于2019年9月18日、19日披露的股价异动及相关风险提示公告显示，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和帕佛

儿公司筹划共同出资设立华嶅新能源的决策流程和具体时间节点、相关责任人；(2)在筹划共同出资设立

华嶅新能源的情况下，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在上述公告中确认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重大事项的原因和主要考虑。

三、核实并自查公司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并依法依规提交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名单。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9月25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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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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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第二

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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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10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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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0,047,42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62,547,7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27,49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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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45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6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7837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2,547,791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5896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488,635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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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 Ge� Li（李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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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Ning� Zhao（赵宁）、Yibing� Wu（吴亦兵）、Xiaomeng� Tong（童小幪）、独立董事刘

艳、冯岱、JiangNan� Cai（蔡江南）、张晓彤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姚驰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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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669,159 99.3893 5,636,778 0.5856 241,854 0.0251

H股 91,591,181 71.8364 35,908,234 28.1634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48,260,340 96.1665 41,545,012 3.8113 242,074 0.0222

2、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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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581,914 99.3802 5,965,877 0.6198 0 0.0000

H股 91,948,417 72.1166 35,550,998 27.8832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48,530,331 96.1913 41,516,875 3.8087 22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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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488,736 99.3705 5,728,321 0.5951 330,734 0.0344

H股 69,641,941 55.4011 52,544,347 41.7997 3,518,696 2.7992

普通股合计： 1,026,130,677 94.2916 58,272,668 5.3547 3,849,430 0.3537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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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111,419 99.5391 4,061,095 0.4219 375,277 0.0390

H股 126,738,968 99.4034 760,447 0.5964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84,850,387 99.5232 4,821,542 0.4423 375,497 0.0345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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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581,914 99.3802 5,724,023 0.5947 241,854 0.0251

H股 92,062,017 72.2057 35,437,398 27.7941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48,643,931 96.2017 41,161,421 3.7761 242,074 0.0222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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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23,768 99.4053 5,724,023 0.5947 0 0.0000

H股 92,062,017 72.2057 35,437,398 27.7941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48,885,785 96.2239 41,161,421 3.7761 22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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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363,768 99.9809 184,023 0.0191 0 0.0000

H股 127,488,415 99.9912 11,000 0.0086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89,852,183 99.9821 195,023 0.0179 22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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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542,951 99.9995 4,840 0.0005 0 0.0000

H股 127,488,415 99.9912 11,000 0.0086 22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090,031,366 99.9985 15,840 0.0015 22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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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542,951 99.9995 4,840 0.0005 0 0.0000

H股 102,638,415 80.5009 11,000 0.0086 24,850,220 19.4905

普通股合计： 1,065,181,366 97.7188 15,840 0.0015 24,850,220 2.2797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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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669,159 99.3893 5,636,778 0.5856 241,854 0.0251

2、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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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581,914 99.3802 5,965,877 0.619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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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488,736 99.3705 5,728,321 0.5951 330,734 0.0344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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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581,914 99.3802 5,724,023 0.5947 241,854 0.0251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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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23,768 99.4053 5,724,023 0.5947 0 0.0000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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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91,712,401 71.9377 35,776,014 28.0621 22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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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91,725,201 71.9477 35,763,214 28.0521 22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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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69,763,161 55.5057 52,404,707 41.6948 3,518,696 2.7995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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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92,069,637 72.2179 35,418,778 27.7819 22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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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92,069,637 72.2179 35,418,778 27.7819 22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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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347,074,233 98.3344 5,636,778 1.5970 241,854 0.0686

2.0

《关于向 关 连 人 士 授 予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

案》

346,986,988 98.3097 5,965,877 1.6903 0 0.0000

4.0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议案》

348,516,493 98.7431 4,061,095 1.1506 375,277 0.1063

5.0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346,986,988 98.3097 5,724,023 1.6218 241,854 0.06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2、3、4、5、6、7、9项议案；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3、

4、5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除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3项议案未获通过外，其余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2、3、4、5、6项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

1、2、3、4、5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雪雁、罗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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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2019-056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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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高盛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盛亚洲”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4,912,3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高盛亚洲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38,6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即不超过19,330,000

股）。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

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Asia)�Limited�（高盛

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94,912,305 10.08% IPO前取得：194,912,3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高盛亚洲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Asia)�Limited�（高盛

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38,660,000 2% 2018/9/13～2019/2/27 4.30-6.00 2018年8月10日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Asia)�Limited�（高盛

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38,660,000 2% 2019/3/22～2019/9/18 4.12-5.93 2019年3月1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Limited�（高盛亚洲

投资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38,660,

000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38,660,000�股

2019/10/21～

2020/4/18

按市场价格

公司IPO前持有的

股份

自身 资金需

求

高盛亚洲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38,6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即不超过19,330,000

股）。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

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一)高盛亚洲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嘉泽新能股份，自嘉泽新能股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截至

2018年7月20日，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高盛亚洲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高盛亚洲不属于嘉泽新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高盛亚洲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承诺，并会及时通知公司减持进展。公司也

将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高盛亚洲的股份减持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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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终止运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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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雷尚科技” ）已于近期终止运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终止运营的情况

2018年游戏行业在人口红利消失、行业增速下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经受了版号冻结、总

量调控等监管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压力，受此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雷尚科技2018年业绩大幅下滑，全

年亏损2,118.95万元。

为及时回笼资金，优化资产与业务配置，雷尚科技已将核心游戏产品出售，其他存量游戏产品已陆

续下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雷尚科技已无正在开发和运营的业务。 为优化运营模式，降低整体运营费

用，雷尚科技已于近期完成整体人员优化并解除对负有竞业禁止义务人员的竞业禁止限制，并由公司向

负有竞业禁止义务的人员出具豁免相关义务之声明。

二、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度，雷尚科技营业收入111,414,979.36元，占公司合并报表比重为4.29%；净利润-21,189,

504.95元，占公司合并报表比重为0.30%。

雷尚科技终止运营事项将使公司游戏业务进一步收缩，同时有利于公司降低整体运营费用，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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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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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北京华晔宝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晔宝春”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委托日期 冻结期限 冻结执行人

冻结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华晔宝春 是 1,420,178 2019-09-10 36个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12.03%

华晔宝春 是 7,587,440 2019-09-10 36个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64.26%

华晔宝春 是 2,800,000 2019-09-10 36个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3.71%

合计 11,807,618 100%

华晔宝春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系其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被申请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

产保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其财产所致。

2、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华晔宝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807,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11,807,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 华晔宝春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0,387,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7.97%。

二、相关风险提示

华晔宝春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