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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欣龙控股 股票代码：

000955

公告编号：

2020-01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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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2月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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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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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帝豪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开铸先生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126,780,92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3.54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5,970,1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82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30,810,8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22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3,810,82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70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3,810,8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078％。

（二）见证律师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938,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2504％；反对28,842,0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7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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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68,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615％；反对1,842,

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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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补选何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7,06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6,964股

表决结果：何向东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补选于春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5,95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852股

表决结果：于春山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补选Antony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9,06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8,962股

表决结果：Antony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4）补选王林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1,98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1,881股

表决结果：王林江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补选何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5,04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4,942股

表决结果：何佳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补选高志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3,77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3,671股

表决结果：高志勇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补选张瑞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6,26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6,167股

表决结果：张瑞君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在发布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时，已将上述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报送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备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未提出异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补选王洪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2,77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2,672股

表决结果：王洪斌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补选王树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1,57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1,472股

表决结果：王树玲女士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周稚森律师、严苑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

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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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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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欣龙控股，股票代码：

000955）于2020年1月23日、2月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核实。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公司作为医用防护材料的生产企业受到社会高

度关注。 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政府要求，努力应对疫情的防控防治，公司在临近春节假期时下发通

知要求旗下海南、湖北、湖南基地相关医疗防护材料生产线春节放假期间不停产，按时或优先交付当前

疫情急需的相关生产订单。 上述举措获得了社会良好的反响。 目前公司正在全力生产，积极供应抗击疫

情所需的医用防护材料。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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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附属公司丽珠试剂产品研发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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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末，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疫情。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附属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试剂” ）为积极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需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诊断环节，积极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病毒核酸和抗

体检测试剂产品和配套设备的研发申报及临床应用推广工作。现将相关产品研发与申报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及研发进展情况

1、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

本产品为丽珠试剂自主研发，基于病毒核酸的磁珠分离纯化技术与荧光Taqman� RT-PCR技术原

理，用于定性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疑似聚集性病例患者、其他需要进行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诊断或鉴别诊断者的咽拭子、痰液、肺泡灌洗液中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ORF1ab和N

基因。 目前产品已完成研发和试生产，正在与多个疾病控制中心和医疗机构合作，扩大临床样本例数对

产品进行进一步评估，验证其诊断灵敏度和诊断特异性。 同时，为尽快获得上市批准，已于2020年1月27

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应急审批申请。

较之现有的上市产品，丽珠试剂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试剂具有独创的技术优势，其采用的

是全组分冻干技术，单人份包装，可2-8℃运输保存，操作简便、结果获得更为快速，更好地匹配了运输

和使用的需求，而且搭配自主研发的自动化、高通量核酸检测设备，最快30分钟就能出阳性结果，最大限

度免除检测前的手工配制步骤，提高了人工效率，大大减少等待时间。 同时，该试剂全程采用矿物油封

盖，将气溶胶产生几率降至最低，可有效解决由此引起的安全性和交叉污染问题。目前共有5家国内企业

的同类产品已于2020年1月份陆续获批上市。

本产品获批上市后将达到20万人份/月的生产产能，以期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及时提供所

需的检测试剂。

2、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

疫法）

本产品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发，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基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捕获法原理，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新

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基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间接法原理，用于体外定性检

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 本次新型肺炎中有大量的轻症甚至无症状病人，使得防疫

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严峻，血清学检测对这部分病人的排查有重要的作用，其可作为除咽拭子病原核酸检

测以外的重要辅助诊断手段为临床提供血清学的证据， 适合大规模筛查， 可对疑似和轻症病人进行排

查。

目前该产品已完成研发和试生产，正在与多个疾病控制中心和医疗机构合作，扩大临床样本例数对

产品进行进一步评估，验证其诊断灵敏度和诊断特异性。 同时，为尽快获得上市批准，已于2020年1月28

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应急审批申请。 目前国内尚无已获批的同类产品。

本产品获批上市后将达到200万人份/月的生产产能， 以期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和流行病

学调查及时提供所需的检测试剂。

3、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本产品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发，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基

于胶体金免疫层析原理，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的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适用于新

型冠状病毒早期感染的辅助诊断；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基于胶体金免疫层析

原理，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的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早期感染的辅助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 本产品可以在15分钟以内出具检测结果，单人份检测，既可手工

操作也可上机操作，可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早期筛查诊断，适应基层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的小型、轻便且快

速出结果的检测系统需求。

目前产品已完成研发和试生产，正在与多个疾病控制中心和医疗机构合作，扩大临床样本例数对产

品进行进一步评估，验证其诊断灵敏度和诊断特异性。 同时，为尽快获得上市批准，已于2020年2月2日

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应急审批申请。 目前国内尚无已获批的同类产品。

本产品获批上市后将达到200万人份/月的产能， 以期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和流行病学调

查及时提供所需的检测试剂。

4、与上述产品配套使用的诊断设备

（1）核酸提取仪

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配套使用，规格型号为Auto�

NA96，其工作原理为通过加样模块，实现在样本中添加蛋白酶K、磁珠以及裂解液，再经过孵育与振荡

功能实现DNA/RNA与蛋白质的裂解， 再经过加样模块结合磁板完成冲洗以及DNA/RNA与磁珠间的

洗脱过程，最终获取所需的核酸溶液。 该设备采用吸放液全程实时监控技术（TADM）、抗悬滴技术

（ADC）、压缩O形圈扩张技术（CO-RE）等先进技术，可实现整个核酸提取过程的精确监控和溯源、精

准加样，同时可保证生物安全。 核酸提取仪已于2019年10月30日上市，其备案号为粤珠械备20190079

号。

（2）胶体金试剂分析仪

与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配套使用，规格型号为GS1201，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单反射光原理并综合光电技术的体外诊断仪器。该设

备具有12个通道，可同时运行多个检测项目，一个小时可得90个测试结果；同时该设备采用触摸屏，操作

简便，可与医院LIS系统互联，实现数据共享等优势。 设备已于2018年03月12日获批上市，其注册证编号

为粤械注准20182400353。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 ），成立于1956年，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

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所的目标定位是针对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需求和人口健康、

农业可持续发展，依托中国科学院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团簇平台，重点开展病毒学、新兴生物技术及

生物安全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着力突破新发和烈性传染病病原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显著提

升技术创新、系统集成和技术转化能力，提升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应急反应的科技支撑能力，成为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病毒学与生物安全研究机构。

三、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附属公司 （持股比例39.425%）， 专业从事体外诊断试

剂、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丽珠试剂有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先后通过了国家GMP认证、GSP认

证和ISO13485/ISO9001认证。研发面积6000平方，有五支研发团队和三大研发中心，分别位于珠海、上

海和苏州， 研发人员占比近20%， 年研发投入超过销售收入的10%。 公司相继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广东省丽珠体外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和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产品涵盖了肝炎、艾滋病、性传播疾病、优生优育、呼吸道感染、肿瘤标志

物检测、药物浓度监测、自身免疫、过敏原检测及血液安全等领域。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丽珠试剂将与武汉病毒所就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的合作开发签订《中国科学院武汉

病毒研究所与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 ）。 拟签订的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合作的主要产品为：（以下简称“协议产品” ）

（1）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2）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3）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4）新型冠状病毒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5）新型冠状病毒IgM/IgG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2、合作期限：10年

3、合作方式

武汉病毒所和丽珠试剂共同研发协议产品，研发完成后，由丽珠试剂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协

议产品的注册申请（注册人为丽珠试剂），武汉病毒所配合丽珠试剂提供研究资料直至获得协议产品的

生产许可。 在完成产品注册及生产许可后，武汉病毒所协助丽珠试剂进行技术转化及量产，并确保做到

量产产品达到上市技术要求。

在合作有效期（10年）内，武汉病毒所应根据丽珠试剂的要求对约定原料进行供应；期间武汉病毒

所或其相关原料生产企业仅对丽珠试剂进行协议产品的原料供应，不得向其他企业提供。

4、知识产权

由武汉病毒所根据本协议使用技术平台及相关的专利和专有技术及后续改进的专利和专有技术所

产生的知识产权归武汉病毒所所有。武汉病毒所必须确保协议产品不侵犯他人专利，如因专利纠纷产生

的问题、损失由武汉病毒所全部承担。由丽珠试剂根据本协议使用技术平台及相关的专利和专有技术所

研发的产品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及产品后续改进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丽珠试剂所有。

5、违约责任

双方应严格按本协议约定诚信履行各项义务，如有违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履约方由此产生的损

害后果，应由违约方赔偿。

6、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是否获批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审批的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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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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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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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增加提案的情况，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0年2月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3号楼广联达信息大厦621会议

室召开（注：因正值疫情防控期间，根据北京市政府于2020年1月31日发布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为防止人员汇聚和集中，现场会议将与

会人员疏散至公司各独立办公室和会议室，并采用视频连接主会场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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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30-11:30，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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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主持。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6,793,3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3.982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2,383,69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5.62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409,68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8.3584%；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或股东

代表）共计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2,154,3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2414%。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情况如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496,530,9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26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71,89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股数26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

2、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股东大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相关授权期限的议

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496,530,9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26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71,89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股数26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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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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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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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

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200万元（含4,2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8,400万元

（含8,4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10元/股（含9.1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2月27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回购期间，公司应在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2020年2月3日收盘，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5,757,22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037%，成交的最高价格为7.8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7.0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为42,000,381.06元（含交易费）。

本次回购期间为2019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5日，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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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二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月16日、2020年1月30日在巨

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公司关于延期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2月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2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

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10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7,301,54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8.713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7,

130,7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7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7,443,39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7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272,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4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70,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律师、刘中

祥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166,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2％；反对134,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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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0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084％；反对1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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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166,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2％；反对134,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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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0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084％；反对1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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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3、《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296,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4,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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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438,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1％；反对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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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律师、刘中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农业 公告编号：

2020-007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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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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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2月3日14:3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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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2月3日交易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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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2月3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188弄虹桥商务别墅25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董事长葛俊杰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64,561,5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554,4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260,007,0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4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64,561,5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554,4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260,007,0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4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智、达代炎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表决， 经参加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认真审议后，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联股东上海鹏欣(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438,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515％；反对9,123,34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4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438,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515％；反对9,123,34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4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关联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438,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515％；反对9,123,34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4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438,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515％；反对9,123,34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4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智、达代炎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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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4日

证券代码：

002810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

2020-006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毕心德先生的通知，获悉毕心德

先生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毕心德 是 558.72 9.79% 2.94% 2018年01月26日 2020年01月25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558.72 9.79% 2.94%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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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售

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限售

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

毕心德 57099161 30.01 20697600 36.25 10.88 0 0.00 0 0.00

毕于东 4612426 2.42 4422395 95.88 2.32 0 0.00 0 0.00

合计 61711587 32.43 25119995 40.71 13.20 0 0.00 0 0.00

注：以上内容中计算比例合计数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过户风险，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

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810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

2020-007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山东省2019年第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0］36号）文件，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

公司山东赫尔希胶囊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赫尔希公司” ）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编号为

GR201937001056，发证日期为2019年11月28日，有效期三年。 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将根

据该文件打印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赫尔希公司系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三年内 （即

2019�年-2021�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该事项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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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 ）股票于 2020�年 1月22日、

1月23日、2�月 3日连续3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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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年1月22日、1月23日、2月 3日连续 3�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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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 ），山东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020年2月9日24时前复工。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手消毒液及洁净技术

产品车间正在加班加点保证市场供应，其他产品生产车间按照通知要求尚未开工。 公司涉及手消毒液和

空气消毒机系列产品2019年的营业收入占新华医疗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约1%左右，对公司影响较

小，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根据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的《关于山东新

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及山东省国资 监管要求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行使对新

华医疗的国资监管职能，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公司董事会

自查，并向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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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前期公告事 项不存在需要调整、更

正、补充之处，公司及有关人员没有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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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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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2月 4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10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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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东北制药，股票代码：000597）交

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0年1月23日、2月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相关情况

1、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公司留意到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媒体报道，公司目前在生产的抗病毒药物齐多夫

定片和齐多夫定胶囊主要用于抗艾治疗,在研的抗艾药物有依非韦伦片和齐多拉米双夫定片，没有其它

抗艾药物的生产。 目前公司暂无特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产品研发和生产；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公司高度重视，为进一步保障药品供应，公司春节

假期期间重新调整生产计划，优先、满负荷生产疫情急需药品，并且对抗病毒、解热镇痛、消炎类等相关

药品做好储备，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已经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4、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近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阶段。除

上述事项外，公司没有筹划中的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票等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没有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近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风险提示

1、公司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0.4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亿元。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为2020年4月20日，目前相关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2、2019年11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公司收到〈反垄断案件调查

通知书〉的公告》，公司于2019年11月4日收到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公司的《辽宁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反垄断案件调查通知书》（辽市监反垄断[2019]8号)，目前上述反垄断案件调查工作尚未结束，公司

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正在积极配合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案件调查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0年1月21日届满。 本次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在相关部门办理完成解除限售工作后、上市流通前，公司

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4、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5、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