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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33

证券简称：仙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债券代码：

113554

债券简称：仙鹤转债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仙鹤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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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鹤转债”调整前转股价格：13.67元/股

●“仙鹤转债”调整后转股价格：13.27元/股

●“仙鹤转债”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2020年5月15日

●目前“仙鹤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6日公开发行了1,2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100元，并于2020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仙鹤转债” ，债券代码

“113554” 。 仙鹤转债存续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15日，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0

年6月22日至2025年12月15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3.6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的《仙鹤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1、根据《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

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仙鹤转债在发行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

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 +� 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 +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 +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 +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2、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的 《仙鹤股份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1）。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3.67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40元/股），计算调整后转股价

P1=13.27元/股。 根据上述规定，仙鹤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13.67元/股调整为13.27元/股，调整后

的价格于2020年5月15日（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20-020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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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收到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76%股权，以下简称

“中环集团” ）通知及中环集团转发的其股东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有中环集团51%

股权，以下简称“津智资本” ）和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环集团49%股权，以下简

称“渤海国资” ）出具的《关于中环集团混改信息预披露的告知函》，津智资本和渤海国资计划于2020

年1月19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系统中进行信息录入，1月20日进行信息预披露，拟共同转让所持中环集

团的股权，转让比例合计为100%。（详见公司2020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2020年5月19日，公司收到股东中环集团《关于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的通知》，现将相关内容公

告如下：

一、通知主要内容

2020年5月19日，中环集团收到股东津智资本和渤海国资出具的《关于中环集团混改信息正式披露

的告知函》，津智资本和渤海国资于 2020�年 5�月 16�日收到天津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天津市人民政

府关于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津政函[2020]65�号）。津智

资本和渤海国资计划于 2020�年 5�月 19�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系统中进行信息录入，5� 月 20� 日

进行正式披露，拟共同转让所持中环集团的股权，转让比例合计为 100%，具体内容详见天津产权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tpre.cn）。

中环集团股权转让信息通过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披露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之后， 中环集团持有

的公司股权将在天津市国资委控制的企业范围内进行划转。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中环集团的产权转让事项尚处于信息披露阶段，不构成交易行为，是否有受让方成功摘牌存

在不确定性；中环集团股权转让信息通过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披露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之后，中环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权将在天津市国资委控制的企业范围内进行划转，届时公司股东将会发生变化，但不影

响公司控制关系，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中环集团混改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20-022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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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告知，根据其于2020年5月19日取得的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3财保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因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其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

否为限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南京新港

开发总公

司

是 60,000,000 13.97% 4.85% 否

2020年4

月21日

2023年4

月20日

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

财产保

全

合计 / 60,000,000 13.97% 4.85%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

司

429,345,157 34.74% 369,001,577 85.95% 29.86%

合计 429,345,157 34.74% 369,001,577 85.95% 29.86%

三、其他说明

（一）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

的情形。 根据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的说明，目前，除上述本次披露的股份冻结事项外，其之前因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被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昆仑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起诉的案件（详见公司临2019-009号、临2019-010号、临2019-014号、临2019-026

号、临2019-030号公告）均已裁定撤诉或正在撤诉过程中，相关担保责任均已解除，涉及的其被冻结的

本公司股份部分已解冻（详见公司临2019-042号、临2020-007号公告），其余相关被冻结股份解冻工

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二）截至目前，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三）目前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上述股份冻结事项尚未对公司的控制权及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实

质性影响。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处理担保及股份冻结相关事项，南京市政府正在就南京新

港开发总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进行积极协调处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42

转债代码：

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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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济川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416,757,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14%，本

次解除质押15,000,000股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0股。

●截至本公告日， 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3,595,81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9.16%，本次解除质押后，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0股。

一、解除质押的情况

2015年10月20日，济川控股将其持有的15,000,000股公司流通股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兴支行进行股票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公告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更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公司于近日接到济川控股关于股份

解质押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述15,000,000股流通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了相

关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本次股份解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济川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 1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6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4%

解质时间 2020年5月14日

持股数量 416,757,360股

持股比例 51.1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

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解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16,757,360 51.14% 15,000,000 0 0% 0%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000 12.27% 0 0 0% 0%

曹龙祥 46,838,458 5.75% 0 0 0% 0%

合计 563,595,818 69.16% 15,000,000 0 0% 0%

三、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63,595,81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9.16%；本次股份解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质押股份。截至目前，济川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

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1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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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即墨区青岛环保产业园内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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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0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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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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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华君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 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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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5人，董事李惠阳、崔宝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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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2、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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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3、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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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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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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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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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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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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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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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8,732 99.9945 4,000 0.005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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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续聘青岛日辰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595,075 99.9534 4,000 0.0466 0 0.0000

5

关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8,595,075 99.9534 4,000 0.0466 0 0.0000

8

关于审议2020年青岛

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的议案

8,595,075 99.9534 4,000 0.0466 0 0.0000

9

关于审议青岛日辰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8,595,075 99.9534 4,000 0.046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芳晋、丁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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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

2020-024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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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草山岭南路801号11楼第二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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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04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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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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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禹良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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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董事刘月新先生、张玉才先生，独立董事汪安东先生、王咏梅女士、董志勇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亚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经理刘月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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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7,633 93.6101 9,958,771 5.4109 1,801,600 0.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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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20,341 93.6822 11,434,963 6.2130 192,700 0.104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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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63,541 93.6514 11,439,363 6.2154 245,100 0.133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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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07,941 93.6755 9,644,763 5.2403 1,995,300 1.084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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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12,641 93.6237 9,769,063 5.3078 1,966,300 1.068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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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74,941 94.5812 9,329,463 5.0690 643,600 0.3498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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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79,380 93.2796 12,324,324 6.6962 44,300 0.0242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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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94,788 89.1586 19,953,216 10.841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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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90,341 94.6439 9,166,963 4.9807 690,700 0.3754

10、议案名称：关于拟出售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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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13,051 96.3949 6,432,253 3.4948 202,700 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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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28,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28,278,0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968,353 52.3763 9,329,463 44.5502 643,600 3.073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636,260 50.1405 2,577,181 49.0168 44,300 0.842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332,093 53.1258 6,752,282 43.0529 599,300 3.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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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9,246,371 79.7375 9,329,463 18.9548 643,600 1.3077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36,850,810 74.8704 12,324,324 25.0395 44,300 0.0901

9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审计中介

机构的议案

39,361,771 79.9720 9,166,963 18.6246 690,700 1.40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庆新先生、王莹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鲁银投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

2020-018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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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阳光科技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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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1,63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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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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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女士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董事高青化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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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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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董事长陈丽芬女士、独立董事刘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静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徐霞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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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9,373 99.87 477,405 0.08 344,100 0.0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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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9,373 99.87 477,405 0.08 344,100 0.05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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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9,373 99.87 477,405 0.08 344,100 0.05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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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53,473 99.92 477,405 0.08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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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9,373 99.87 477,405 0.08 344,100 0.0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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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7,973 99.87 478,805 0.08 344,100 0.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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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05,140 98.34 477,405 0.96 344,100 0.70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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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72,740 98.28 853,905 1.72 0 0.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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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33,573 99.87 453,205 0.07 344,100 0.0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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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陈丽芬 610,781,295 99.86 是

10.02 陆宇 610,781,294 99.86 是

10.03 高青化 610,781,303 99.86 是

10.04 缪锋 610,781,304 99.86 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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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孙涛 610,792,307 99.86 是

11.02 王凌 610,792,325 99.86 是

11.03 承军 610,792,335 99.86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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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陶晓萍 610,793,318 99.86 是

12.02 徐玭 610,793,327 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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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104,23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5,512,185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537,055 88.11 477,405 11.89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2,400 19.54 133,400 80.46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504,655 91.06 344,005 8.94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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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49,049,240 99.04 477,405 0.96 0 0.00

5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48,705,140 98.34 477,405 0.96 344,100 0.70

6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

度报酬的议案

48,703,740 98.34 478,805 0.96 344,100 0.70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48,705,140 98.34 477,405 0.96 344,100 0.70

8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

的议案

48,672,740 98.28 853,905 1.72 0 0.00

10.01 陈丽芬 48,677,062 98.28

10.02 陆宇 48,677,061 98.28

10.03 高青化 48,677,070 98.28

10.04 缪锋 48,677,071 98.28

11.01 孙涛 48,688,074 98.31

11.02 王凌 48,688,092 98.31

11.03 承军 48,688,102 98.31

12.01 陶晓萍 48,689,085 98.31

12.02 徐玭 48,689,094 98.31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审议通过的上述议案7、8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77,974,233股，持

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9.98%；陈丽芬持有公司股份148,181,020股，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8.309%；郁琴芬持有公司股份

144,300,000股，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8.092%；孙宁玲持有公司股份91,648,980股，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5.139%。 对

本关联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亚青、孟庆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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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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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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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董事应到7人，实到6人，陈丽芬女士因公出差，委托高青化出席。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成员共同推举高青化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2020年5月19日至2023年5月18日）。 简

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陈丽芬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2020年5月19日至2023年5月18日）。 简历同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高青化先生、顾亚俊先生、缪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2020年5月19日至2023年5月

1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徐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2020年5月19日至2023年5月1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赵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2020年5月19日至2023年5月1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决议。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要求，在全面考察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基础

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委员会成员如下：

（1）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组成人员：王凌（独立董事）、承军（独立董事）、缪锋

主任委员：王凌（独立董事）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组成人员：承军（独立董事）、孙涛（独立董事）、缪锋

主任委员：承军（独立董事）

（3）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组成人员：陈丽芬、高青化、孙涛（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陈丽芬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组成人员：孙涛（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王凌（独立董事）、高青化

主任委员：孙涛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简历

（1）陈丽芬：女，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9年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任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曾获“中国杰出创业女性” 、“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 、“全国纺织巾帼建功标兵” 、

“全国纺织工业系统劳动模范” 、“纺织行业创新人物” 、“江苏省优秀技术开发人才” 、“三八红旗手” 等荣誉称号，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当选为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毛精纺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中国

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第十一、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高青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生，大专学历，2004年至今任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部部长，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8年12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3）缪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现任江

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 2019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4）顾亚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生，本科学历，现任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

2018年12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5）徐霞：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党员，1965年生，会计师，曾任江阴市精毛纺厂财务科副科长，本公司监

事会主席，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6）赵静：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党员，1988年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2011年进入公司证券部工作，

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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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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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5月12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由李明凤

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

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经与会监事推选，选举李明凤先生为本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2020年5月19日至2023年5月1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简历

李明凤：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生，大学本科。曾任总装备部风云二号卫星远洋测控系统主程序员，

神舟二号飞船远洋测控系统测试组组长，上海复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信部主任，现任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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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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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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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秋旺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2019年10月30日，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科技” 或“公司” ）披露了《华懋科技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廖秋旺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

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5,964,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华懋科技总股本的5.14%。 其中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不超过3,105,747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公告之日起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6,211,494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0年5月19日，公司收到持有5%以上股东廖秋旺先生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于2020年3月24日至2020

年5月1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持有的公司466,3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本次减

持前，廖秋旺持有公司股份15,9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本次减持后，廖秋旺持有公司股份15,497,62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廖秋旺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室

身份证号：35052419760116****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室

（二）减持时间及方式、减持数量及减持前后持有的股数及比例

廖秋旺于2020年3月24日至2020年5月1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466,38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本次减持前，廖秋旺持有公司股份15,9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本次减持后，廖秋旺持有公司股份15,497,

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后，廖秋旺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廖秋旺编制了《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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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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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廖秋旺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5,9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公告》，详见（华懋科技公告：2019-048）。廖秋

旺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公司

股份不超过15,964,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华懋科技总股本的5.14%。 其中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任意连续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05,747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公告之日起任意连续90日

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211,494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减持不超过15,964,000股， 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14%。 其中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期间为

2019年10月30日至2020年4月27日，集中竞价减持期间为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18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廖秋旺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466,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完成后，廖秋旺仍持有公司股份15,497,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廖秋旺不再为华懋科技持股5%以上股东。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廖秋旺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5,964,000 5.14% 协议转让取得：15,96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廖秋旺 466,380 0.15%

2020/3/2

4～

2020/5/1

8

集中竞价

交易

14.00－

16.55

7,461,

386.40

未完成：

15,497,

620股

15,497,

620

4.9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5/20

股票代码：

603306

股票简称：华懋科技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懋科技

股票代码：6033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廖秋旺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室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室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0年5月19日

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其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懋（厦

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公司、上市公司、华懋科技 指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廖秋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廖秋旺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华懋

科技股票之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廖秋旺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室

身份证号：35052419760116****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第二节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廖秋旺先生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股份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0年3月24日至2020年5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华懋科

技流通股合计466,380股，达到华懋科技总股本的0.1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廖秋旺 15,964,000 5.14% 15,497,620 4.99%

本次减持后，廖秋旺持有华懋科技15,497,620股，占华懋科技总股本比例4.99%，廖秋旺不再为华懋科技持股5%以

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华懋科技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廖秋旺

集中竞价 2020/3/24 30,000 0.01 14.00

集中竞价 2020/5/14 146,780 0.05 16.25-16.55

集中竞价 2020/5/15 197,000 0.06 16.11-16.28

集中竞价 2020/5/18 92,600 0.03 15.40-15.63

合计 466,380 0.15

第五节其它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

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信息披露人）：

廖秋旺

2020年5月19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92-7795188 传真 0592-7797210

联系人 郑冰华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厦门市

股票简称 华懋科技 股票代码 6033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廖秋旺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号****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5,964,000股

持股比例：5.1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15,497,620股

持股比例：4.9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 2020/3/24-2020/5/18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否 □

备注：除本报告书所列减持公司股票外，无其他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廖秋旺

2020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