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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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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下属公司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辰地产集

团” ）拟于近日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托” ）签署《信托贷款合同》，通过设立“北京信托·青山化

桥-京汉同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开展信托融资，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期限不超过3

年。

本公司拟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向北京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3年止。 同时，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光谷创意” ）拟

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抵押合同》，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以武汉光谷里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上述抵押物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限制转

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9人，8人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担

保事项。 鉴于本公司2019年8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授

权议案进行修订的议案》(� � � �公告编号：临2019-041)，上述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东

注册资本：697409.36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16号楼12层1208内B120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酒店管理；会议服务；体

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打字、复印服务；销售日用品、工艺品、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住宿；游泳；销售

食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住宿、游泳、销售食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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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北辰地产集团100%的股权。

（属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财务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辰地产集团经审计总资产7,663,668.12万元，总负债6,258,494.12万元，净资产

1,405,174.00万元，净利润160,926.16万元。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向北京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3年止；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武汉光谷创意与北京信托签署《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以武汉光谷里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2.�担保期限：自抵押权设立之日起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被担保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认为被担保人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109.56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3.08%。 其

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107.15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1.69%，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4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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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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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335号标准股份总部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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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30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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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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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杜俊康先

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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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邓胜辉先生、任庚女士、刘永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郑璇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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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08,248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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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00 100.00 0 0.00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集团” ）为本次交易的关

联方。 标准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7991448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卫民、陈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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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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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度暨

2020

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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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网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14日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fszq@fengshangroup.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

解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将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方式举行2019年度暨2020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以下简称

“说明会” ）。届时将针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发展战略以及利润分配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下午15:00—16:00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进行网络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殷凤山先生、总裁殷平女士、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吴汉存先生将参加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本次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模式，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登陆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2.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的要求，公司现就本次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4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

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fszq@fengshangroup.com，公司将会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515-83378869

邮箱：fszq@fengshan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

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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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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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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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6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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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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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9:15至2020年5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张金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8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06,219,216股，占公司

总股份1,464,860,778股的34.5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2,927,7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8%。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94,729,119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3.7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490,09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0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为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92,248,

464股,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8,664股）、焦延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3,433股）、蔡英强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03,000股）、张金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4,400股）、王富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8,750股）在表决时进行了回

避。

表决结果为：同意10,04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3642%，反对3,10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6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19,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532%，

反对3,10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04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0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2,326,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310%，反对3,782,6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472%，弃权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219%。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035,1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9.8896%，

反对3,782,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9.2603%，弃权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850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01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677%，反对3,201,0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3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726,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2388%，

反对3,201,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7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2,436,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528%，反对3,782,6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4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145,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0.7397%，

反对3,782,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9.26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0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0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1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0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为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92,248,

464股,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8,664股）、焦延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3,433股）、蔡英强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03,000股）、张金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4,400股）、王富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8,750股）在表决时进行了回

避。

表决结果为：同意9,023,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6087%，反对4,018,8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5557%，弃权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835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8,798,96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8.0629%，反对4,01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1.0870%，弃权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8501%。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2,975,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592%，反对3,195,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312%，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09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683,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4.9058%，

反对3,19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7182%，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759%。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058,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41%，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09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0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6554%，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759%。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03,11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863%，反对3,058,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41%，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09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82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687%，

反对3,0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6554%，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75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建枢 宋士新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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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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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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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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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

1%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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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由13.80%减少至11.86%。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6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君联茂林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茂林” ）的通知，君联茂林于2020年5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院1号楼16层1606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5月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0年5月6日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1.9388

备注：

1、 君联茂林持有公司首发上市前股份26,490,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2%。 上述股份已于2019年7月15日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日， 君联茂林持有公司股份18,349,26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86%， 累计变动比例为

5.26%。

2、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君联茂林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流

通股

21,349,269 13.7971 18,349,269 11.8584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君联茂林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君联茂林本次减持股份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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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

3、针对上述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于2020年5月8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43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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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45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的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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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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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前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到账，各到期产品均实现了预期收益。 具体产品信息及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申购日

赎回本

金

实际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

现金管理实

施 公告编

号[注]

1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挂钩

黄金看涨三层

区间一个月结

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

品

2020年3月31

日

5,000 3.30% 13.56 2020-018

2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

型2020年第

48期C款

银行理财产

品

2020年3月27

日

5,000 3.90% 18.16 2020-016

注：现金管理实施公告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2020年5月6日，已结息协定存款累计收益额约为87.74万元。

截至2020年5月6日，公司除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外，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68,600.00 64,400.00 399.42 4,2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59,600.00 16,100.00 45.71 43,50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33.46 -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 - 10,000.00

合计 148,200.00 90,500.00 478.59 57,7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9,3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0.2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3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7,7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6,800.00

总理财额度 74,500.00

注：上表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截至2019年12月31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指2019年度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0768

证券简称：中航飞机 公告编号：

2020-035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过户

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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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3日接到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航空工业西飞”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陕飞”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制动” ）的通知，航空工业西飞、航空工业陕飞、航空工业制动分别拟将其持有的公司195,688,

9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07%）、74,447,18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9%）、33,101,25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1.20%）无偿划转至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飞机”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5月6日，公司收到航空工业飞机转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上述无偿划转的303,237,3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5%）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过户日期为2020年4月

30日，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航空工业西飞、航空工业陕飞、航空

工业制动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航空工业飞机直接持有公司303,237,3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5%），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768

证券简称：中航飞机 公告编号：

2020-036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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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所属西安制动分公司、长沙起落架分公司全部

资产对全资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新安” ）增资129,636.29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贵

州新安注册资本将由 5,559.55�万元增加至 135,195.84�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对外投资公告》）

2020年5月6日，公司接到贵州新安通知：经安顺市西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贵州新安已于2020年4月30日完成

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并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贵州新安注册资本已由 5,559.55� 万元变更为 135,195.84�

万元，其他信息不变。 贵州新安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22156738277

注册资本：135,195.84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强

成立日期：2001年7月13日

营业期限：2005年6月24日至2029年7月19日

住 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东段

经营范围：飞机液压系统、冷气系统、起落架系统、燃油系统、液压油加油系统、传动系统、结构、导弹发射装置、拦阻

装置、飞机保障设备的部件和飞机刹车系统的研制、生产、修理和技术服务；非航空用的其他军用零备件的研制、生产和

服务；各类摩擦及结构件、各类民用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服务；技术咨询及来图加工等业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768

证券简称：中航飞机 公告编号：

2020-037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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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西飞科技（西

安）工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式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飞国际科技发展（西安）有限公司所持西飞科技

（西安）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工贸” ） 100%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

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5月6日，公司接到西飞工贸通知：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分局核准，西飞工

贸的股权转让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4月30日办理完成，西飞国际科技发展（西安）有限公司不再持有西飞

工贸的股权，公司直接持有西飞工贸100%股权。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七日

B046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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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

—

036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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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88号东百大厦25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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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9,06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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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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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施文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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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公司独立董事洪波先生、陈珠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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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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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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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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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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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份分红回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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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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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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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547,342 99.8915 519,800 0.108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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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286,056 99.2107 3,781,086 0.789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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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44,565 99.8700 622,577 0.13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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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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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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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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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1,142 99.9946 26,000 0.0054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施文义先生 478,939,365 99.9733 是

15.02 陈文胜先生 478,939,365 99.9733 是

15.03 郑飚先生 478,939,365 99.9733 是

15.04 李毅先生 478,939,365 99.9733 是

15.05 施霞女士 478,937,365 99.9729 是

16.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陈龄女士 479,040,142 99.9944 是

16.02 赵仕坤先生 479,042,142 99.9948 是

16.03 魏志华先生 479,042,142 99.9948 是

17.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职工监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黄幸伟先生 479,042,142 99.9948 是

17.02 刘晟先生 478,939,365 99.9733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72,584,0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457,086 99.5989 26,000 0.401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3,007,077 99.1427 26,000 0.857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450,0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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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757,086 99.3127 26,000 0.6873 0 0.0000

6

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份分红回报规划

3,757,086 99.3127 26,000 0.6873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757,086 99.3127 26,000 0.6873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的议案

2,000 0.0529 3,781,086 99.9471 0 0.0000

10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3,160,509 83.5431 622,577 16.4569 0 0.0000

15.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 - - - - -

15.01 施文义先生 3,655,309 96.6224 - - - -

15.02 陈文胜先生 3,655,309 96.6224 - - - -

15.03 郑飚先生 3,655,309 96.6224 - - - -

15.04 李毅先生 3,655,309 96.6224 - - - -

15.05 施霞女士 3,653,309 96.5695 - - - -

16.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独立董事）

- - - - - -

16.01 陈龄女士 3,756,086 99.2863 - - - -

16.02 赵仕坤先生 3,758,086 99.3392 - - - -

16.03 魏志华先生 3,758,086 99.3392 - - -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及议案11系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其他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16.00，陈龄女士、赵仕坤先生及魏志华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3.�议案17.00，黄幸伟先生、刘晟先生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议选举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晖、史颖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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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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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6日以现场方式在东百大厦

25楼会议室召开，鉴于公司于同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豁免

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5日通知。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全体董事推举施文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组成，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选举施文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确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第十届董事会按下表组成各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具体组成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施文义、陈文胜、郑 飚、李 毅、施 霞

2 审计委员会 魏志华、陈 龄、郑 飚

3 提名委员会 陈 龄、赵仕坤、陈文胜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赵仕坤、魏志华、陈文胜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同日分别召开相关会议，选举施文义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魏志华先生（会

计专业人士）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陈龄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赵仕坤先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召集人。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施文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郑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郑飚先

生的董事会秘书候选人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陈文胜先生、袁幸福先生及王海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时聘任郑飚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江先生为公司审计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祝士哲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祝士哲

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公司总裁工作细则（修订）》（细则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总裁工作细

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附件:

简 历

施文义：男，1968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福建中联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陈文胜：男，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经理、福建分行直属支行

投贷部副经理、福州城东支行及城北支行副行长兼党委委员、福清分行行长兼党委书记，阳光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福

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行长、代行长。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郑 飚：男，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福建证券交易中心财务清算部经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福清

营业部总经理、福州广达路营业部总经理、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投行业务董事总经

理及债权业务三部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袁幸福：男，1974年出生，EMBA，历任深圳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营运部经理、店总经理，银泰百货义乌伊美店店

总经理、温州世贸店店总经理、浙中南区副总经理、武林总店店总经理、杭州区总经理、银泰商业集团助理总裁。 现任公

司副总裁。

王海峻：男，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普洛斯投资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环普产业项目管理总监、环普产业天

津总经理、招商中心副总裁，远洋集团写字楼事业部副总经理兼物流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王 江：男，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经理，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审计经理，

龙湾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法务负责人及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审计部总经理。

祝士哲：男，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 历任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专员、证券事务代表，福

建新大陆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等职。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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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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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6日以现场方式在东百大厦

25楼会议室召开，鉴于公司于同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成员，全体成员一

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前5日通知。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全体监事推举黄

幸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与会监

事一致同意选举黄幸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7日

附件:

简 历

黄幸伟：男，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运盛（福建）地产有限公司建审部副经理，福建中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审计部经理、福建京华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本部经理及万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福建中联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本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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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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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5月6日在东百坊巷大

酒店19楼召开，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就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有关规定，同意选举公司职工刘海芬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职工监事，刘海芬女士将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十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附件:

简历

刘海芬：女，198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1年至2013年担任公司法务主管，2013年至今任

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