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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

2019-119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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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下午15:0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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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

下午15:00至2019年10月23日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园精成二路1号福泰厂办公楼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3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4,575,887,3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6.829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434,461,

9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4.764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4人，代表股份141,425,3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6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35人，代表股份146,

400,1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38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561,038,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5%，其中现场投

票4,429,487,177股，网络投票131,550,977股。

反对14,84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5%，其中现场投票4,

974,800股，网络投票9,874,400股。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1,550,9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571%；反对14,

84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

2019-120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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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被动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汪南东先生在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因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

条款，兴业证券拟对汪南东先生的质押股票不超过42,959,998股（即不超过公司截至2019年3月28日

的总股本6,825,258,976股的0.63%）进行违约处置。

根据被动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

动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暨股票解冻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于2019年7月23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

截至2019年10月22日，本次被动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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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现将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汪南东 集中竞价

2019/06/14 3,257,400 6.14 0.05%

2019/06/17 3,240,800 6.17 0.05%

2019/06/18 3,310,000 6.04 0.05%

2019/06/19 3,242,000 6.17 0.05%

2019/06/20 3,315,400 6.03 0.05%

2019/06/21 3,234,300 6.18 0.05%

2019/06/24 3,202,000 6.25 0.05%

2019/06/25 2,750,350 6.05 0.04%

合计 25,552,250 - 0.37%

注：（1）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汪南东减持的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竞价交易及转增股份。

（3）上表总股本以截至2019年6月25日的公司总股本6,825,258,976股为基数。

2.�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被动减持前持股数量 本次被动减持后持股数量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汪南东

合计持有股份 424,728,620 6.22% 399,176,370 5.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8,677,820 1.45% 73,125,570 1.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326,050,800 4.78% 326,050,800 4.78%

注：（1）上表总股本以截至2019年6月25日的公司总股本6,825,258,976股为基数。

（2）上表中被动减持后的持股数量仅为本次被动减持计划减持后的持股数量，不代表股东最新的

持股数量。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被动减持后，汪南东先生仍为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 本次被动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2.公司在与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南东

先生作出了股份锁定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即2018年2月13

日）3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汪南东先生被动减持公司股份事宜已违反

上述承诺，目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其处以公开谴责的处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已

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

2019-189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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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9

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

2018－079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0

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

2019-133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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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科创新

源” 、“公司” ）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定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162

证券简称：雷曼光电 公告编号：

2019-050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596

证券简称：利安隆 公告编号：

2019-097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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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9年10月23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10月24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775

证券简称：三角防务 公告编号：

2019-034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10月23日，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 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

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将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

2019-105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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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

年10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于2019年10月24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300541

证券简称：先进数通 公告编号：

2019-057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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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54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10月23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653

证券简称：正海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55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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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3日，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

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