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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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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20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7日、5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等公告；

公司关注到有媒体对上述公告涉及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转载、报道等。 除上述情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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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除公司在2020年5月7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24）中提及的情况外，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经核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公司目前没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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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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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的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4亿元。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本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至第（四）

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 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于

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 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64亿元，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目

前，公司正在积极对接，后续将按照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和监管部门统一安排，尽快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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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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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59

号）的核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万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24.95元。 募集资金总额748,5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672,081,259.35元。 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6日汇入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

具中兴华验字（2017）第03000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7年1月，本公司已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央商务区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8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在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9年3月，本

公司及子公司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在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续状态

1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 532902840510301 正常使用

2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央商务区支行 38200188000090518 本次注销

3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 12058000001285411 正常使用

4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 38100101040051059 已注销

5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 38020101040055925 已注销

三、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止2019年11月9日，公司已办理完毕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的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8100101040051059）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

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8020101040055925）的销户手续，详见公司2019年11月9日发布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3）。

根据2018年3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将原计划投入“年产50,000吨水溶性肥料项目” 的部分

募集资金（9,343.47万元）调整用于“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中央商务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8200188000090518， 原用于年产50,

000吨水溶性肥料项目）上的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

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2058000001285411，用于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8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

鉴于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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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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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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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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22,66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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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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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宣国宝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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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8人，董事米献炜先生、李学江先生及独立董事荣朝和先生、於向平先生、权忠光先生、郭

萍女士、李岳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12人，出席7人，监事肖湘女士、李峰先生、王小能先生、高海英女士、季忻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光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小锐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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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834,417 99.9480 988,914 0.0281 842,462 0.0239

2、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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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192,217 99.9298 1,110,314 0.0315 1,363,262 0.0387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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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313,517 99.9332 988,914 0.0281 1,363,362 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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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438,014 99.9368 1,706,779 0.0485 521,000 0.0148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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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313,517 99.9332 856,680 0.0243 1,495,596 0.0425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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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256,082 99.9316 1,089,980 0.0309 1,319,731 0.0375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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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995,679 99.9526 856,880 0.0243 813,234 0.023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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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杨志明 3,436,745,664 97.5609 是

8.02 张子学 3,433,914,365 97.4806 是

8.03 肖翔 3,436,745,672 97.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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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282,175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38,925,763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230,076 94.8737 1,706,779 3.9274 521,000 1.198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0,458,828 97.0731 698,879 1.6768 521,000 1.25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71,248 43.3493 1,007,900 56.650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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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80,155,839 99.4174 1,706,779 0.4464 521,000 0.1363

6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379,973,907 99.3698 1,089,980 0.2850 1,319,731 0.3451

7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80,713,504 99.5632 856,880 0.2241 813,234 0.2127

8.01 杨志明 296,463,489 77.5304 0 0 0 0

8.02 张子学 293,632,190 76.7900 0 0 0 0

8.03 肖翔 296,463,497 77.5304 0 0 0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梦磊、孙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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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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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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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在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

发区唐山港大厦二层和畅厅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唐山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宣国宝先生召集并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荣朝和先生、权忠光先生、郭萍女士因任期满6年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杨

志明先生、张子学先生、肖翔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也相应进行调整，经公司

董事长提名，调整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席：宣国宝，委员：米献炜、张小强、张子学、肖翔。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杨志明，委员：宣国宝、於向平。

3、提名委员会

主席：於向平，委员：宣国宝、张子学。

4、审计委员会

主席：李岳军，委员：单利霞、肖翔。

上述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000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

2020-018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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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25日发行了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为保证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5唐山港MTN001）（债券代码：101562011）兑付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

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 行 人：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5唐山港MTN001

4.债券代码：101562011

5.发行总额：2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20%

7.兑付日：2020年05月26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

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

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

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

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立占

联系方式：0315-2916646

2.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博周

联系方式：010-58560088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 顾银萍、谢晨燕

联系方式：021-23198787、23198888

本期兑付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与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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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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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定于2020年5月29日（周

五） 上午9:30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召开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0年4

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现将有关会议情况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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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5月29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

5、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28日至2020年5月29日

投票时间为：自2020年5月28日15:00起至2020年5月29日15: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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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

6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

7 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

8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认定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9.01 李杰 √

9.02 邓霞飞 √

9.03 张小东 √

9.04 周汉生 √

9.05 王学海 √

9.06 黄峰 √

9.07 刘林青 √

9.08 何其生 √

9.09 王学恭 √

10.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0.01 杜越新 √

10.02 齐民 √

10.03 郑承刚 √

11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2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以上第十一项、第十二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以上第六项至第十二项议案应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十二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李杰、邓霞飞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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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流程。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

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15:00至2020年5月29日15:00。为有利于

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

址：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提交投票意见。

2、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 请投资者提前

访问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

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具体方式请参见中

国结算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投资者服务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

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相关说明，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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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79 人福医药 20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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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手续：

（1） 境内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如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出

席，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见附件1）办理登记手续；如法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则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境内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办理

登记手续。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

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430075。

3、 登记时间：2020年5月22日至5月28日工作时间， 每日上午9:00-11:30， 下午13:

30-16:30。

4、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登记的股东可在

会议当天（会议开始前）直接抵达会议现场参与审议表决。

六、其他事项

1、 联系电话：027-87597232、87173805， 传真：027-87597232， 电子邮箱：renfu.

pr@renfu.com.cn；

2、联系人：阮源、严纯；

3、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有 先生/女士，现任我单位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及签字样本）

（身份证正面贴处） （身份证反面贴处）

签字样本：

说明：

1、法定代表人为公司章程中载明的负责人；

2、内容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3、此证明书作为办理事项申请材料附件。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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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7 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8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认定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9.01 李杰

9.02 邓霞飞

9.03 张小东

9.04 周汉生

9.05 王学海

9.06 黄峰

9.07 刘林青

9.08 何其生

9.09 王学恭

10.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1 杜越新

10.02 齐民

10.03 郑承刚

11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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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790

证券简称：轻纺城 公告编号：

2020-013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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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柯桥创意大厦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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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6,60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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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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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葛梅荣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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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王建、李生校因公会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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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87,578 99.77 1,078,000 0.16 437,1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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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87,578 99.77 838,000 0.13 677,100 0.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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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02,678 99.80 657,800 0.10 642,200 0.1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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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02,678 99.80 897,800 0.14 402,200 0.06

5、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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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297,138 99.80 872,900 0.13 432,640 0.0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2019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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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512,238 99.834 688,240 0.105 402,200 0.061

7、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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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896,878 99.89 657,800 0.10 48,000 0.01

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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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57,138 99.765 1,143,340 0.174 402,200 0.06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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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及支付其2019年

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102,058,590 98.94 688,240 0.67 402,200 0.39

7

《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方案》

102,443,230 99.32 657,800 0.64 48,000 0.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656,602,678股，经与会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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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李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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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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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160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64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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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软件产业基地5B栋4楼卓越厅（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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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9,36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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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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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帆先生因公出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

选朱星火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汇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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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2人，董事张帆先生、董事刘洋先生、董事游人杰先生、董事

龙华先生、独立董事张彤先生、独立董事高翔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营女士、监事顾大为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王丽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侯学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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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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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39,071 99.9926 2,700 0.0008 21,600 0.0066

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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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39,071 99.9926 6,500 0.0019 17,800 0.0055

3、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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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56,271 99.9978 7,100 0.0022 0 0.0000

4、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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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39,071 99.9926 6,500 0.0019 17,800 0.0055

5、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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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39,071 99.9926 6,500 0.0019 17,800 0.0055

6、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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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39,071 99.9926 6,500 0.0019 17,800 0.0055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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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9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42,591,482 99.9833 7,100 0.016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云云、孔瑜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人员和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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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

2020-016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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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东。

4、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回购 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并

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累计回购股

票14,927,351股，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75,272,649股。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一楼会议厅

4、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17:0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

0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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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20年0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主持人：副董事长王许飞先生

6、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8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442,935,0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9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440,

763,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1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

172,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4,216,

3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

份2,044,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

表股份2,172,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6、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440,791,0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59%；216,5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072,36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1502%；216,55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359%；1,927,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39%。

7、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073,16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1691%；215,75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169%；1,927,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39%。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40,791,005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59%；216,551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072,36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1502%；216,55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359%；1,927,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3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40,791,0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59%；216,5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072,36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1502%；216,55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359%；1,927,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3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440,791,806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1%；215,75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1,927,

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073,16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1691%；215,75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169%；1,927,479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39%。

五、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2019年任职的独立董事玉维卡女士、莫凌侠女士、何里文先生

分别向股东大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六、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程益群 高毛英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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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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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49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已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953,280张，每

张面值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

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

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拟由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司实施整体吸收合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4

日、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20-010号、临2020-023号公告）。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以下简称“《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当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注销股份、业绩承诺

补偿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请破产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不要

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现就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时间：2020年6月4日上午10:30；

3、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6、会议表决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7、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22日；

8、可以出席本次会议的对象：

（1） 截止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22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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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

上述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重要相关方；

（3）公司聘请的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附件一）。

三、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主体的，如由法定代表人出席，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如由委托代理人出席，应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二，下同）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如由负责人出席，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及负责人本人身份证；如由委托代理人出席，应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

公章）、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如由本人出席，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如由委托

代理人出席，应持委托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签字）、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签

字）、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4）债券持有人可采用信函的方式邮寄上述资料进行登记，具体邮寄信息如下：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E区；邮政编

码：515064；

联系电话：(0754)-88118555；

联系人：刘伟、黄隆宇；

（5）债券持有人可传真上述资料进行登记，传真号码为(0754)-88118494，但上述所

需的资料原件仍需通过其他方式补充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5月25日—2020年5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4:30—17:30。

四、会议表决程序和效力

1、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项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

正式委托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2、每一张未偿还的“东风转债”（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3、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

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应计为废票，不计入投票结果。 未投的表决票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不计入投票结果。

4、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且持有有表决权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

额二分之一（不含本数）以上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构批准的内容，经有权机

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会议规则》的规

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6、 公司董事会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二个交易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

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

点，并携带参会登记资料，以便验证入场；

3、联系人：刘伟、黄隆宇；

联系电话：(0754)-88118555；传真：(0754)-88118494；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E区；邮政编

码：515064。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一：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各位债券持有人：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

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

司的议案》，拟由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司实施整体吸收合并。

本次吸收合并系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经营及未来发展，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主体地位，亦不会对公司发行的“东风转

债” 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为确保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司的顺利实施， 提请审议：

关于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实施，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东风转债” 项下的债务，也不要求公

司就“东风转债” 提供额外担保。

以上议案，请各位债券持有人审议。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贵公司于2020年6月4

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按照本单位（或本人）以下表决意见就本次会

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如本单位（或本人）没有作出具体指示，代理人（可以/不可以，请

勾选其一，如未选择则默认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请在表决意见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委托人签署（法人盖章/自然人签字）：

委托人证件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东风转债”（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债券张数：

代理人签署（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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