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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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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4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6月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313 梦百合 2020/5/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二）登记（或信函）地点：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江苏省如皋市丁堰镇皋南路999号，邮编：226521，传真号码：0513-88568659）

（三）登记时间：2020年6月2日、2020年6月3日（9:30-11:30；14:00－16:00）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

（二）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一切费用自理。

（三）联系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丁堰镇皋南路999号

联系电话：0513-68169482传真号码：0513-88568659

邮编：226521联系人：付冬情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4日召开的贵公

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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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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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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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80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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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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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倪张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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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3人，王震先生、吴晓红女士、张红建先生、朱长岭先生、许

柏鸣先生、符启林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孙建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付冬情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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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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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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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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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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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7,459 99.9995 900 0.000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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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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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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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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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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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76,159 99.9826 32,200 0.017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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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0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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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04,540 99.1464 900 0.8536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05,4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

案

105,4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

议案

105,4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情况

及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73,240 69.4613 32,200 30.5387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5,4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注：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赵振兴、杜丽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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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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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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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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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30至11：30，

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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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9：15至2020年5

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德龙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3日（周三）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184,477,4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373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0人， 代表股份184,440,8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36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0％。

2、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45人， 代表股份18,441,74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36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0人， 代表股份18,405,14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3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0％。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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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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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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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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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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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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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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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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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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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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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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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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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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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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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于2020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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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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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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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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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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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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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53,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

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1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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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17,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9％；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9％；弃权1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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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朱文会、朱培元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20-037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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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内配”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

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层面未达到“以2016年公司净利润为

基数，2019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 或2018-2019年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45%”的业绩考核目标，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

定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291名激

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422.6万股限制性股票， 占本次激励计划合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的21.3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0%。 该部分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607,370,105股变更为603,144,105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607,370,105元变更为603,

144,105元。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

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0年5月20日至2020年7月3日，每日9:00—11:0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河南省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69号中原内配财

务部

联系人：郭莹

邮政编码：454750

联系电话：0391-8190221；15093712889

传真号码：0391-8192423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 请注明

“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

*ST

蓝丰 编号：

2020-030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王宇及相关方达成调解协议暨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方舟制药” ）于2020年5月18日收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

解书（2018）苏03民初580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与王宇及相关方的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方舟制药原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王宇，违规将方舟制药银行资

金划转至与王宇相关的单位或自然人账户， 形成对本公司资金的违规占用。 2018年8月4

日，方舟制药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等共八名被告（以下简称“本次诉讼” ）。 2018年8月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决定立案受理。 2020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王宇占用方舟制药资金一案进行和解的议案》，公司拟与王

宇及相关方在法院主持下签署和解协议。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1日及2020年4月

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暨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及

《关于拟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暨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20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了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苏03民

初580号，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被告：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王宇

被告：秦英

被告：陕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西安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陕西禾博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被告：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被告：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共同确认被告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占用原告陕西方舟制药有限

公司本金210,968,012.32元，利息18,354,217.07元（计算至2020年4月12日），与本案相

关律师费150万元，上述债务合计230,822,229.39元；

（二） 被告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按照以下时间节点偿还全部债务：于

2020年7月12日前偿还2,000万元，于2020年8月12日前偿还3,000万元，于2020年9月12

日前偿还5,000万元， 于2020年10月12日前偿还6,000万元， 于2020年11月12日前偿还

70,822,274元；

（三）被告王宇、秦英、陕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西安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陕西

禾博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同意对被告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如被告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王宇、秦英、陕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陕西禾博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任一期未按上述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债务， 则构成违

约。自发生违约行为之日起，八被告应付原告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的所有债务即刻到期，

原告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八被告偿还全部债务，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五）本案案件受理费1,112,326元，减半收取556,16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61,

163元，由八被告于2020年7月12日前支付原告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六）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签字确认后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拒绝

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上述调解协议的效力。

上述协议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上述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持本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调解书约定的还款计划尚未到达时间节点，公司将根据调解书约定的还款时间节点及

时跟踪披露进展情况，并说明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苏03民初580号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0-027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

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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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股份发行价格由7.32元/股调整为7.22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由843,028,123股调整为854,

704,413股。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概述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能源）88.41%股权及重庆两江长兴

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兴电力）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公告。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7.42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2019年6

月18日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993,005,5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300,550.20元（含税），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7.32元/股。

二、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方

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93,005,5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99,300,550.20元（含税）。

2020年5月13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26），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8日，除权（息）日、现金红利

发放日为 2020年5月19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现金股利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三、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鉴于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由7.32元/股调整为7.22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854,

704,413股。

调整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及现金支付的具体情况如下（以下简称与《重庆三峡水利

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披露的释义相同。 ）：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万

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1 新禹投资

联合能源23.01%股

权

7,997.00 135,571.2376 187,771,797

2 涪陵能源

联合能源18.83%股

权

6,544.00 110,934.3100 153,648,628

3 嘉兴宝亨

联合能源10.00%股

权

3,476.00 58,913.9000 81,598,199

4 两江集团 联合能源9.29%股权 3,228.00 54,724.3247 75,795,463

5 长江电力 联合能源8.06%股权 2,799.00 47,444.2103 65,712,202

6 长兴水利 联合能源6.52%股权 2,265.00 38,398.8027 53,183,937

7 渝物兴物流 联合能源3.43%股权 1,192.00 20,198.8139 27,976,196

8 东升铝业 联合能源3.13%股权 1,088.00 18,435.0163 25,533,263

9 宁波培元 联合能源2.95%股权 1,025.00 17,368.3535 24,055,891

10 西藏源瀚 联合能源1.26%股权 438.00 7,409.9319 10,263,063

11 淄博正杰 联合能源0.60%股权 210.00 3,550.5824 4,917,704

12 周泽勇 联合能源0.39%股权 137.00 2,322.0043 3,216,072

13 重庆金罗盘 联合能源0.25%股权 88.00 1,478.8911 2,048,325

14 刘长美 联合能源0.14%股权 50.00 835.2502 1,156,856

15 周淋 联合能源0.14%股权 50.00 841.3021 1,165,238

16 谭明东 联合能源0.11%股权 39.00 649.5349 899,632

17 鲁争鸣 联合能源0.11%股权 39.00 649.5349 899,632

18 三盛刀锯 联合能源0.10%股权 35.00 591.7689 819,624

19 吴正伟 联合能源0.03%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0 倪守祥 联合能源0.03%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1 颜中述 联合能源0.03%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2 三峡电能 长兴电力36%股权 2,044.00 34,639.8848 47,977,679

23 两江集团 长兴电力34%股权 1,930.00 32,715.8912 45,312,868

24 聚恒能源 长兴电力20%股权 1,136.00 19,243.9360 26,653,650

25 中涪南热电 长兴电力10%股权 568.00 9,621.9680 13,326,825

合计 36,411.00 617,096.5956 854,704,413

四、其他事项

1、公司已于2020年5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三峡

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13号），目前正在办理标的资产过户事宜。

2、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20-30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吉林省

国资委审核同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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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审核意见》（吉国资发产权【2020】47

号），审核意见主要内容：“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

委 财政部 证监会令第36� 号） 文件精神， 原则同意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 。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关于国金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国鑫发起

基金主代码 762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航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滕祖光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滕祖光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0-05-18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20-020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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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0年5月19日，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巨力应急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1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申请日

授权

公告日

证书号

1

实用新

型

ZL�2019�2�

1216187.3

三环型封控

防爆阻隔网

杨 超 马洪文 曾宪伟

张冠萍 蔡全兴

高海鹏

2019.7.3

1

2020.5.8

第10457672

号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为：河北巨力应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太平

MSCI

香港价值增强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太平MSCI香港价值增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太平MSCI香港价值增强

基金主代码 0071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开盛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开盛

任职日期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过往从业经历

林开盛，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学硕士。2009年7月至2016年4月在申银

万国证券研究所任首席分析师。 2016年4月加入本公司，从事投资研究相关工

作。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986

太平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017-5-9 -

006973

太平睿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3-25 2020-4-13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磊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35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投资者交流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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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第一

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公司情况，公

司将于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举行网上投资者交流会。

本次交流会将通过“梦网云播” 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投资者可扫描以下二维码实时

观看本次会议的现场情况：

投资者可登陆 “同花顺路演平台 ”（https://board.10jqka.com.cn/ir） 搜索

“002123”或“梦网集团” 进入交流页面提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现场会议期

间对投资者提问予以答复。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余文胜先生；独立董事侯延昭先生；副

总裁、财务总监李局春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朱雯雯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23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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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发行了2019年

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4亿元，期限为270天，兑付日为2020年5月18

日。

公司现已完成该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本息共计人民币409,501,639.34元。 本次兑

付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清算所（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928

证券简称：兴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0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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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1、证书号：第 3768111号

发明名称：一种环保耐热型的电子酚醛树脂的制备方法

发明人：王进兴；沈杨彬；吉祖明；王文浩

专利号：ZL� 2018� 1� 0182857.8

专利申请日：2018�年 03月06日

专利权人：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 04�月24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获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主导产品的知

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5月19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

*ST

西发 公告编号：

2020-063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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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

公司财务总监林兰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林兰女士因家庭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

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林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

完成财务总监的选聘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林兰女士在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B002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