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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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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孙毅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延期股份的原质押情况

孙毅先生于2019年1月11日将其持有的公司49,760,000股股份质押给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协议约定购回日期为2020年1月11日。

2、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孙毅先生于近日办理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手续， 将上述质押股份的购回日期延期至2020年12月

11日。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主要原因系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做出的安排，不涉及新增融资。孙毅先

生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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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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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公司控股股东孙毅先生对前期股份质押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

资安排。

2、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形。

3、自本公告披露日起，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233,699,843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2.60%，占公司总股本的11.81%，对应融资余额为22,

570万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83,459,843.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80%，占公司总股本的14.33%，对应融资余额为32,57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控股股东孙

毅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延期购回凭证；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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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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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2019年5月20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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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

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授

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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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 近期公司以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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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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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控制措施

1、上述理财产品均属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

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风险可控。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上述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通过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

币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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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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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2020年1月7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0年1月13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车建兴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开及审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宁波通商银行

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融资租赁公

司” ） 向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为期不超过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

下同）（以下简称“本次综合授信” ），融资租赁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首次申请650万元

贷款，贷款用于融资租赁公司日常经营（以下简称“本次贷款” ）。 融资租赁公司以其收取

的出租设备租金的应收账款为本次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为本次综合授信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公司拟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综合授信及担

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利

率等融资担保条件。本议案所述授权自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融资回租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4）。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盘锦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向海通

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回租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盘锦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

红星” ）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为期3年的融资回租业务（以下简称“本次

融资回租业务” ），租赁物件转让价格合计29,700万元（人民币，下同）,应付租金合计32,

897.04万元。 盘锦红星以其持有的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环城南街198号所有房产为本次融

资回租业务的应付租金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为本次融资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金额为32,897.04万元。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及

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利率

等融资担保条件。 本议案所述授权自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融资回租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之子公司与关连人士红星控股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服务框

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之子公司上海家倍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倍得” ）为红星美凯龙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及/或红星控股之附属公司提供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施工服务，家倍得拟与红星控股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

协议”）， 框架协议金额不超过1,700万元（人民币元，下同），预计于2020年1月13日签订。

车建兴先生、陈淑红女士、车建芳女士、徐国峰先生、蒋小忠先生于本次交易中有利益

冲突或潜在利益冲突，因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5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星之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有关持续关连

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星之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之域” ）出租商务

办公大楼，并委托上海星之域进行物业管理，公司拟与上海星之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

业服务合同；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宇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宇煦” ）拟向

上海星之域出租地下非产权车位，上海宇煦与上海星之域拟签订车位租赁协议，房屋租赁

合同和车位租赁协议预计年度上限合计为64,636,000元， 物业服务合同预计年度上限为

16,128,000元，上述合同/协议预计于2020年1月13日签订。

车建兴先生、陈淑红女士、车建芳女士、徐国峰先生、蒋小忠先生于本次交易中有利益

冲突或潜在利益冲突，因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5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为期不超过12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

人民币11,5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贷款” ），用于置换其他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及其

他合法合规的用途，公司拟以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单位定期存单为本

次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贷款有关的具

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本次贷款的提供人、期限、金

额、利率等贷款条件。 本议案所述授权自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

2020-00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融资回租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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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红星美凯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 ）、

盘锦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红星”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本金金额为35,897.04万元

（人民币，下同），其中对融资租赁公司的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对盘锦红星的担保金额

为32,897.04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

拟向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为期不超过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3,000万元 （人民币，下

同）（以下简称“本次综合授信” ），公司为本次综合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拟

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盘锦红星拟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为期3年的融资

回租业务（以下简称“本次融资回租业务” ），租赁物件转让价格合计29,700万元（人民

币，下同）,应付租金合计32,897.04元。 公司为本次融资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金额为32,897.04万元。

2020年1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上

海红星美凯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盘锦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回租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综合授信和

本次融资回租业务及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

文件,调整期限、金额、利率等融资担保条件。 本议案所述授权自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一：

公司名称：上海红星美凯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席世昌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二层西区

注册资本：10亿，公司出资10亿，持有融资租赁公司100%的股权

融资租赁的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开展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

买、租赁财产残值处理与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

赁办证金及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它业务,与主管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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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租赁公司相关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根据上海至臻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

日，融资租赁公司的总资产为421,809,205.74元，总负债为251,454,319.64元，净资产为

170,354,886.10元，资产负债率为59.61%。 2018年，融资租赁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11,

383.61元，实现净利润370,836.92元。

根据融资租赁公司管理报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融资租赁公司的总资产为1,027,

897,820.50元，总负债为4,227,559.56元，净资产为1,023,670,260.94元，资产负债率为

0.41%。 2019年1-12月， 融资租赁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886,416.53元， 实现净利润23,

150,249.74元。

2、被担保人二：

公司名称：盘锦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车建芳

注册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环城南街198号

注册资本：21,000万元，公司出资21,000万元，持有盘锦红星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具、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家用电器、厨卫用品、灯具、金属材料、五

金交电、普通机械、百货、针纺织品、日用品(除烟花爆竹)、办公用品、工艺品;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转售电业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场地租赁并提供相关

配套服务;停车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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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锦红星相关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根据辽宁华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盘锦红星的总资产为271,758,375.20元，总负债为217,379,409.43元，净资产为54,378,

965.77元，资产负债率为79.99%。 2018年，盘锦红星实现营业收入16,840,833.14元，实现

净利润-33,468,946.27元。

根据盘锦红星管理报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盘锦红星的总资产为248,553,875.40

元，总负债为169,677,394.19元，净资产为78,876,481.21元，资产负债率为68.27%。 2019

年1-12月，盘锦红星实现营业收入14,327,017.91元，实现净利润-34,986,966.15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向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保证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3,000万元整；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担保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范围：包括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

成的其他损失和费用。

（二）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盘锦红星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回租提

供担保

保证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32,897.04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间：直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全部租金（包括提前终止情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

付款项（上述债务，对于债务人而言即为待清偿的“主债务” ，对债权人而言即为待实现的“主

债权”），及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延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因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

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由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盘锦红星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有利于融资租赁公

司、盘锦红星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为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盘锦红星提供担保，是

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确定的，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同时，融资租赁公司、盘锦

红星经营情况稳定，且盘锦红星租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体现良好的履约能力。本次担保有

助于提升融资租赁公司、 盘锦红星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 �也有利于公司分享其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为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盘锦红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904,334万元（含本

次担保金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09,768万元，分别占2018年12

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45.65%、14.6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

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078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

2020-002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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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强先生持有江阴江化微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化微”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0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67%；徐珺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7%。 徐强先生和徐珺女士系兄妹关系，所以持有公司股份合并计算。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因个人资金需求，持股5%以上股

东徐强先生和徐珺女士计划在2019年11月26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分别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092,000股和2,184,000股， 合计不超过3,27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徐强先生和徐珺女士均未减持，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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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强、徐珺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008,000 7.33% IPO前取得：8,00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徐强、徐珺 8,008,000 7.33% 双方系兄妹关系

合计 8,008,000 7.33%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徐强、徐珺 0 0%

2019/11/26�

～2020/1/1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8,008,

000

7.3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

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持股5%以上股东徐强先生、徐珺女士将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

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具体情形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具体实施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03

转债代码：

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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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有限”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

发的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5mL:500mg）《药品注册批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批件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英文名/拉丁名 Levetiracetam�Concentrated�Solution�for�Injection

原始编号 32170061

受理号 CYHS1700156苏

批件号 2019S00754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3类

规格 5mL:500mg

药品标准编号 YBH03222019

药品有效期 24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193430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24年12月29日

药品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生产工艺、注册标准、说明书和标签按所附

执行，药品有效期24个月。

本品生产现场检查批量为5万支，商业生产如需放大批量，请注意开展相应的验证

研究，必要时应针对生产规模放大提出补充申请。

二、药物研究的相关情况

左乙拉西坦 （KEPPRA?） 由比利时UCB公司研发， 其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500mg/5mL）于2006年7月获得FDA批准上市，国内批准上市时间为2017年7月。

左乙拉西坦是一种吡咯烷酮衍生物， 其抗癫痫作用机制主要和脑内的特殊受体--突

触囊泡蛋白SV2A结合，具有中枢选择性，通过参与囊泡的聚合与胞吐作用调节神经递质

释放而发挥作用。

适应症：成人及4岁以上儿童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伴或不伴继发性全面性发作）的加

用治疗。 在患者暂时无法应用左乙拉西坦口服制剂时，可替代使用。

公司该药品首次提交注册申请获得受理的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 截至目前，该药品

累计研发支出共计3,355万元（未经审计）。 药物目前的审批阶段为批准生产。

本品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文件相关规定，本品视为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截止目前，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国内批文3件（含济川有限），进口批文1件。 根据

米内网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城市公立医院抗癫痫药销售总额约40.78亿元，其中，左乙拉

西坦通用名产品以9.57亿元的销售额位列第二。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在国内上市时间较晚，尚未形成规模销售。 根据米内网统计

的全国城市公立医院销售数据，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2018年销售金额为49万元。

四、风险提示

此次公司获得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500mg/5ml）的《药品注册批件》，是对公司

产品的进一步补充，丰富了公司产品线。 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

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103

证券简称：横店影视 公告编号：

2020-001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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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3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民生银行理财产品（代码：FGDA19786L）、民生银行结构性存

款产品、共赢利率结构30978期、3170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91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正

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理财

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

一、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

模（万

元）

起息日

赎回日

期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

（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

理财产品(代码：

FGDA19575L)

开放式 5,000

2019年8

月21日

2019年

11月25

日

5,000 573,333.33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

FGDA19496L)

开放式 5,000

2019年8

月12日

2019年

11月28

日

5,000 649,5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东阳

支行（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 ）

共赢利率结构29020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产品编码

（C195U019Q)

保本浮

动收

益、封

闭式

5,000

2019年9

月12日

2019年

12月12

日

5,000 473,698.6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阳

横店支行

“汇利丰” 2019年第

5876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

2019年9

月27日

2019年

12月27

日

10,000 972,328.77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

FGDA19645L)

开放式 5,000

2019年10

月14日

2020年1

月10日

5,000 529,222.22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583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产品编码

（C195U01SB)

保本浮

动收

益、封

闭式

10,000

2019年10

月11日

2020年1

月10日

10,000 934,931.51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账。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为公司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三）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

方名

称

产品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

化安

排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民生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理财产品(代码：

FGDA19786L)

10,000 4.45%

2019.11.27-

2020.02.27

开放式 / 否

中信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共赢利率结构30978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

品编码（C196R011B)

5,000

3.75%-4.

15%

2019.12.13-

2020.03.13

保本浮动

收益、封

闭式

/ 否

民生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3.46%-3.

80%

2020.01.09

-2020.

04.09

保证收益

型

/ 否

中信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共赢利率结构31702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

品编码（C206R01QH)

10,000

3.75%-4.

15%

2020.01.10

-2020.

04.10

保本浮动

收益、封

闭式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对购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理财产品的管理，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相关人员将及时

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于每

个会计年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4、依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业务代码：FGDA19786L）

（1）合同签署日期：2019年11月26日

（2）产品起息日：2019年11月27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2月27日

（4）认购金额：10,000万元

（5）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服务期限内，甲乙双方共同制定的综

合财务管理服务预期收益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客户预期收益=委托资金×（财富管理

服务基准收益率-托管费率-管理服务费率）×ACT/360-相关税费（如有）。其中，财富管

理服务基准收益率为4.48%，托管费率为0.02%，管理服务费率为0.01%。

2、中信银行共赢利率结构3097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196R011B）

（1）合同签署日期：2019年12月13日

（2）产品起息日：2019年12月13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3月13日

（4）认购金额：5,000万元

（5）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

标的“美元3个月LIBOR利率”小于或等于4.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3.75%；如果在联

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标的“美元3个月LIBOR利率” 大于4.00%，产品年

化预期收益率为4.15%。

3、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机构版）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月8日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月9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4月9日

（4）认购金额：5,000万元

（5）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若在观察期，n=0天，实际产品天数为91天，则客

户的收益率等于1.00%，客户收益（按舍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50,000,000.00×

1.00%×91/365=124,657.53元；若在观察期，n=91天，实际产品天数为91天，则客户的收

益率等于3.80%，客户收益（按舍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50,000,000.00×3.80%×

91/365=473,698.63元；若在观察期，n=80天，实际产品天数为91天，则客户的收益率等于

3.4615%， 客户收益 （按舍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50,000,000.00×3.4615%×

91/365=431,502.05元。

4、中信银行共赢利率结构3170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R01QH）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月10日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月10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4月10日

（4）认购金额：10,000万元

（5）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

标的“美元3个月LIBOR利率”小于或等于4.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3.75%；如果在联

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标的“美元3个月LIBOR利率” 大于4.00%，产品年

化预期收益率为4.15%；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标的“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小于0.2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1.5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民生银行采用低风险投资策略，将资金配置银行审批同意的代销产品和低风险产品。

中信银行购买的为结构性存款产品，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等方式进行投资运作。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均为较低风险的产品， 相关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各方的权利、义

务、风险控制、违约责任等内容。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对相关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

产品的风险控制严格。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

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016）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本次委托理财

受托方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98）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本次委托理财受托

方为中信银行金华东阳支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226,926,004.80 3,401,300,695.88

负债总额 1,036,814,262.00 1,063,079,992.38

资产净额 2,190,111,742.80 2,338,220,70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7,077,974.45 585,557,105.86

注：上述表格中2019年9月30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464,479,878.47元，本次委托理财资金占公司最

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64.59%，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12.83%。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行和保证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 ，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 。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较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

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产品可能受到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等风险的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3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9年4月18日召开的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

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

理财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

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对公司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八、截止本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

号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

金额（万

元）

实际收回

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万元）

1 农业银行

“汇利丰” 第515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7,000 7,000 1,498,191.78 0

2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80115” 5,000 5,000 530,136.99 0

3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233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编码：C189S0134）

20,000 20,000 2,019,452.06 0

4 中国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CNYAQKFDZ01) 5,000 5,000 442,465.75 0

5 民生银行

挂钩美元利率型结构性产品

(USD3M-LIBOR)

5,000 5,000 511,095.89 0

6 杭州银行

金添利小企业结构性存款第JGX18139

期

7,000 7,000 711,046.58 0

7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悦”（产品代码：

98R07031）

8,000 8,000 806,575.35 0

8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悦”（产品代码：

98R07031）

8,000 8,000 806,575.35 0

9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334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81S0144)

5,000 5,000 517,808.22 0

10 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8年第5782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10,000 1,034,657.53 0

11 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8年第5807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10,000 1,091,506.85 0

12 中国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CNYAQKFDZ01) 5,000 5,000 535,068.49 0

13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90006” 5,000 5,00 1,060,273.97 0

14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512,876.71 0

15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405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编码：C192T0153）

20,000 20,000 2,094,246.58 0

16 杭州银行

金添利小企业结构性存款第JGX19020

期

12,000 12,000 1,196,712.33 0

17 中国银行 理财产品（产品代码：CNYAQKFDZ01) 10,000 10,000 1,052,054.79 0

18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90025” 5,000 5,000 1,072,054.79 0

19 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9年第4466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044,657.53 0

20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515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4U0158)

5,000 5,000 485,205.48 0

21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5,000 5,000 630,698.99 0

22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554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R018G)

20,000 20,000 1,969,589.04 0

23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2,000 2,000 248,549.43 0

24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1332)

12,000 12,000 1,164,160.97 0

25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238L) 5,000 5,000 525,625.00 0

26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1588)

5,000 5,000 505,231.90 0

27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697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S01I8)

5,000 5,000 499,315.07 0

28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774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T015Z)

20,000 20,000 1,969,589.04 0

29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5,000 5,000 603,573.5 0

30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90143” 5,000 5,000 474,657.53 0

31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2330）

12,000 12,000 1,167,185.69 0

32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496L) 5,000 5,000 573,333.33 0

33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575L) 5,000 5,000 649,500.00 0

34

杭州

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2629)

5,000 - - 5,000

35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020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U019Q)

5,000 5,000 473,698.63 0

36 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9年第5876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10,000 972,328.77 0

37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3078）

10,000 - - 10,000

38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58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U01SB)

10,000 10,000 934,931.51 0

39 中国银行 理财产品（产品代码：CNYAQKFDZ01) 5,000 - - 5,000

40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645L) 5,000 5,000 529,222.22 0

41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67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U01V2)

10,000 - - 10,000

42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90135” 5,000 - - 5,000

43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5,000 - - 5,000

44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5,000 - - 5,000

45 稠州银行 随心存（产品代码：CZ191031002） 5,000 - - 5,000

46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3481)

12,000 - - 12,000

47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786L) 10,000 - - 10,000

48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30978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196R011B)

5,000 - - 5,000

49 民生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 - 5,000

50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31702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R01QH)

10,000 - - 10,000

合计 395,000 303,000 32,913,853.64 9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4.0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2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92,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8,000

总理财额度 180,000

特此公告。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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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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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2020年1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1月6日以书面、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7名，实际表决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调整董事津贴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津贴进行如下调整：由每人10万元/年，调整为每人

15万元/年；董事长的津贴不变，仍为48万元/年（以上津贴均为税前金额）。 在公司履行其

他行政职责的董事，不重复领取董事津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月1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调整监事津贴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对监事津贴进行如下调整：由每人10万元/年，调整为每人

15万元/年（以上津贴均为税前金额）。 在公司履行其他行政职责的监事，不重复领取监事

津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月1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关联董事吕强、郭峻峰、吕丽珍、欧阳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月1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2020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20年1月1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月1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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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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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定于2020年2月6日（周四）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2月6日（周四）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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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2月6日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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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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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31日。

7、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责任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高德置地A座北塔26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2、审议《关于调整监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算并披

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

2.00 关于调整监事津贴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

3、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4、委托他人登记或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

证及股票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传真件请注明：股东姓名、 股东帐

号、持股数、通讯地址、通讯邮编、联系电话），但会议当天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

6、登记时间：2020年2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00；

7、登记地点：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典大厦6楼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注意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自理。

2、会议联系人：胡宇超，联系电话：0579-89295369，联系传真：0579-89295392。

3、通讯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典大厦6楼，邮政编码：321300。

七、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2、授权委托书。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股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615” ，投票简称为“哈哈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提案均为非累计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

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2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6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 “受托人” ） 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

2020年2月6日（周四）召开的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并代表本单位/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本

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

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本单位/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

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

2.00 关于调整监事津贴的议案 √

说明：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请在“表决意见” 栏内相应项下划“√” ，做出投票指

示。 2、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

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浙江哈尔

斯真空器皿股份有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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