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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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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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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2日下午14:3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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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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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1栋A座13层（1302）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璐女士无法出席现场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推举，

由董事赵聪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总计12人， 代表股份111,355,58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733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

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其他股东）6人，代表股份218,4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79%。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111,144,18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9.658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人，

代表股份211,4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54%。

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11,182,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5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80%；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11,182,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5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80%；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11,182,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5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80%；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11,182,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5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80%；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182,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5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80%；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182,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2%；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5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80%；反对17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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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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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自2020年2月11日起

6个月内， 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5%，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 本次

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

●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2020年2月11日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 首旅集团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王府井813,110股，占本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1%。截至2020年5月11日，首旅集团共持有王府井208,286,337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6.83%。

截至2020年5月11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过半，首旅集团实际增持数量未达到区

间下限的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因宏观和资本市场情况发生

变化导致公司股价波动，使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和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风险。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王府井” ）收到控股股东北

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 ）的通知。首旅集团自2020年

2月11日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自有资

金累计增持王府井813,110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1%,增持均价为12.13元/

股。 截至2020年5月11日，首旅集团共持有王府井208,286,33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26.83%。 因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变化以及时间窗口限制等原因，截至2020年

5月11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过半，首旅集团实际增持数量未达到区间下限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大股东名称：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大股东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首旅集团持有本

公司207,473,22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7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首旅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的认可，

决定增持本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本次增持股份种类为王府井无限售流通A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首旅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增持股份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0.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首旅集团将根据其对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0年2月11日起6个月内。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首旅集团自有资金。

7.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相关承诺：首旅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有关增持计划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自2020年2月11日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 首旅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 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王府井813,110股， 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1%, 增持均价为12.13元/股。 截至2020年5月11日， 首旅集团共持有王府井208,

286,33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6.83%。

因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变化以及时间窗口限制等原因，截至2020年5月11日，本

次增持计划时间过半，首旅集团实际增持数量未达到区间下限的50%，本次增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未来首旅集团将合理安排增持进度，在增持期限内履行增持承诺，

完成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因宏观和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公司股价

波动，使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和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风险。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股份过程中，将严格遵

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首旅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等有关规定，

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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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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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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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自2019年12月23日起6个

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王府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拟增持数量不低于10万股，不高于20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2019年12月23日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 成都工投资产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王府井187,400股，占

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2%。 截至2020年5月11日，成都工投资产增持数量已超过

增持计划数量的下限，完成了增持计划的承诺。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王府井” ）收到公司股东成

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工投资产” ）的告知函。 成都工投资产自

2019年12月23日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王府井187,400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2%。 增持均价

为13.85元/股。 截至2020年5月11日，成都工投资产共持有王府井38,999,875股，占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02%。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计划情况

根据成都工投资产于2019年12月17日提交的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述股份增持计划，成都工投资产拟自2019年12月23日起不超过6个月内，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劵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增持数量

为不低于10万股，不高于20万股。

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王府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成都工投资产共持有公司股票38,812,475股，占公司总

股本5.00%。

截至2020年5月11日，成都工投资产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王府井187,400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2%。 增持均价

为13.85元/股。 增持数量已超过增持计划数量的下限，增持计划承诺已完成。 本次增

持完成后， 成都工投资产共持有王府井38,999,875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02%。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未触及要约收购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666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

2020-027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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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号楚翘城1号楼亿嘉

和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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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20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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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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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朱付云女士因其他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

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

董事姜杰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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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长朱付云、独立董事黄建伟、独立董事袁天

荣因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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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监事赵伟、曹雨麒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少劼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卢君、严宝

祥、郝俊华及财务总监王立杰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金锐、王新建因其他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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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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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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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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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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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朱付云女士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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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7,143 100 0 0 0 0

6.0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姜杰先生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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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6.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许春山先生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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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87,143 100 0 0 0 0

6.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兰新力先生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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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87,143 100 0 0 0 0

6.0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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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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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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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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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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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43 100 0 0 0 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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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90,00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0,732,681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184,462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5,98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138,482 100 0 0 0 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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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

6.01

关于董事长朱付云女士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

6.02

关于董事姜杰先生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

6.03

关 于 董 事 许 春 山 先 生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

6.04

关 于 董 事 兰 新 力 先 生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

6.05

关于独立董事2019年度

薪酬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

9

《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493,143 100 0 0 0 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朱付云女士回避表决议案6.01；许春山先生回避表决议案6.03；兰新力先生回

避表决议案6.04。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颖颖、聂梦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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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9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

好川恒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的函》回复（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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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证券代码：002895） 于近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2020年5月6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川恒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告知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按照相关

要求完成了问题回复，于2020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关于请做好川恒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根据募投项目土地审批的最新进展，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关于〈关于请做好川恒

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做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具体内

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关于请做好川恒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8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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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证书号：第3651225号）1项，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有效期

ZL�

201810011245.2

湿法磷酸的脱氟方

法

贵州川恒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发明 2018年1月5日 2019年12月31日

自申请日起算

20年

以上专利的取得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48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变更名称、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经营发展需要，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佛山市华燃能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燃能公司” ）对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由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华燃能公司本次变更的具体

内容为：

登记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企业名称 佛山市华燃能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燃能建设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及城市燃气工程施工；管

道工程专业承包及施工；城市燃气管道及设施抢险

抢修维护保养服务；消防管道及其设施的安装维护

保养服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以上项目凭资

质证经营）。 批发、零售：建筑材料、五金机电、管材

管件、燃气设备、燃气用具、厨房设备。 施工设备租

赁、施工设备使用管理；代收代付电费。 施工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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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及城市燃气工程施工；压

力管道安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维护保养服务；城

市燃气管道及设施抢险抢修维护保养服务； 消防管

道及其设施的安装维护保养服务； 市政设施维护保

养服务；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 国内贸易； 机械与设备租

赁；代收代付电费；施工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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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变更事项外，华燃能公司营业执照其他信息不变。 华燃能公司取得换发的《营

业执照》的具体内容如下：

1、名称：佛山市华燃能建设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37590295M

3、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5、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唐园西一街16号

6、法定代表人：梁耀劲

7、成立日期：2002年4月15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及城市燃气工程施工；压力管道安装；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及维护保养服务；城市燃气管道及设施抢险抢修维护保养服务；消防管道及其设

施的安装维护保养服务；市政设施维护保养服务；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国内贸易；机械与设备租赁；代收代付电费；施工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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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20-039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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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2020年5月12日下午14:3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C3栋）天盈广场东塔37层

4、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炳旭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274,320,9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7976％。 其中：出

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1,158,28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8.35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6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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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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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00�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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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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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00�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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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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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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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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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5.00�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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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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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6.00�关于公司2020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645,3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7％；反对675,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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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1208％；反对675,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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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7.00�关于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179,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141,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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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633％；反对141,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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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00�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504,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2％；反对816,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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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841％；反对81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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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9.00�关于授权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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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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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见证律师郭黎明、闫涛认为：贵司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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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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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于

2020年5月8日、5月11日、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泉峰精密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潘

龙泉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5月8日、5月11日、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序，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股权激励事项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于2020年6月10日召

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对本次股权激励事项进行审议。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股权

激励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部分投资者将公司列入“华为成立5G汽车生态圈” 概念股，现将具体情况

说明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铝合金及黑色金属类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中

高端汽车的热交换系统、传动系统、引擎系统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驱系统等。此外，公

司还生产部分家电类零部件产品。 目前公司业务不涉及华为5G相关产品。

如公司业务有重大调整，公司会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发布相关公告，关于公司业务的具

体情况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0年5月8日、5月11日、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风险。

截至2020年5月12日收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公司滚动市盈率

为49.46，市净率为2.52，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汽车制造业行业

的平均滚动市盈率为21.72， 市净率为1.57， 公司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同行业部分上市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的情况如下表：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滚动市盈率 市净率

广东鸿图 002101 - 0.86

爱柯迪 600933 22.29 2.37

双环传动 002472 203.96 1

文灿股份 603348 85.13 1.63

泉峰汽车 603982 49.46 2.52

（二）生产经营风险。

根据公司已经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24,

554.7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6.83万元，同比下

降35.65%。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关注到部分投资者将公司列入“华为成立5G汽车生态圈” 概念股，现将具体情况

说明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铝合金及黑色金属类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中

高端汽车的热交换系统、传动系统、引擎系统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驱系统等。此外，公

司还生产部分家电类零部件产品。目前公司业务不涉及华为5G相关产品。如公司业务有重

大调整，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发布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股权激励事项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股权激励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五）大股东质押风险或商誉减值风险。

截至公告日，公司大股东均未进行股权质押。公司资产结构中没有商誉，不存在商誉减

值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了已披露的重大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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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