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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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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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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江阴市砂山路2号汇丰大厦三楼5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孙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本行《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7,549,460股，占本行股份

总数2,171,992,209股的27.51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85,088,443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26.937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461,017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0.5737%。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

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行《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江阴市单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授信类，100万元。

2、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授信类，10400万元。

3、江阴市一斐服饰有限公司，授信类，2000万元，关联股东陈协东回避表决。

4、江阴市元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授信类，300万元，关联股东陈协东回避表决。

5、江阴双马服饰有限公司，授信类，1000万元，关联股东唐良君回避表决。

6、江阴奔达服饰有限公司，授信类，1500万元，关联股东唐良君回避表决。

7、江阴市富翔机械有限公司，授信类，200万元。

8、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投资、债券回购、同业投资等业务），

300000万元；同业拆入等非授信类业务，300000万元。

9、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投资、债券回购、同业投

资等业务），100000万元；同业拆入等非授信类业务，100000万元，关联股东卜新锋回避表决。

10、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投资、债券回购、同业

投资等业务），100000万元；同业拆入等非授信类业务，100000万元，关联股东陆建生回避表决。

11、关联自然人，信用卡、贷款授信额度，2500万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十三）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孙伟、宋萍、卞丹娟、范新凤、陈强、龚秀芬、陈协东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十四）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朱青、周凯、乐宜仁、林雷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十六）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选举楚健健、杨卫东、唐淼淼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陶蕾、徐伟

英、王军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单位：股、%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一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二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三

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四

关于 《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

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五

关于《监事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的议案

595,884,140 99.7213% 1,164,940 0.1950%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六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96,384,260 99.8050% 1,164,900 0.1949% 300 0.0001% 通过

提案七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95,884,140 99.7213% 1,164,940 0.1950%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八 关于修订本行《章程》的议案 595,884,140 99.7213% 1,164,940 0.1950% 500,380 0.0837%

特别

决议

通过

提案九

关于《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

告》的议案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十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1）江阴市单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2）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3）江阴市一斐服饰有限公司 595,146,332 99.7210% 1,164,940 0.1952% 500,380 0.0838% 通过

（4）江阴市元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595,146,332 99.7210% 1,164,940 0.1952% 500,380 0.0838% 通过

（5）江阴双马服饰有限公司 584,451,685 99.7159% 1,164,940 0.1988% 500,380 0.0854% 通过

（6）江阴奔达服饰有限公司 584,451,685 99.7159% 1,164,940 0.1988% 500,380 0.0854% 通过

（7）江阴市富翔机械有限公司 595,884,140 99.7213% 1,164,940 0.1950% 500,380 0.0837% 通过

（8）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9）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595,885,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10）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95,286,080 99.7267% 1,131,000 0.1895% 500,380 0.0838% 通过

（11）关联自然人 595,884,140 99.7213% 1,164,940 0.1950%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十一

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

议案

595,918,080 99.7270% 1,131,000 0.1893%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十二

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595,876,840 99.7201% 1,172,240 0.1962% 500,380 0.0837% 通过

提案十五

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595,884,140 99.7213% 1,164,940 0.1950% 500,380 0.0837% 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单位：股、%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是否当选

得票数 比例

议案十三 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01

关于选举孙伟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610,438,495 102.1570% 是

13.02

关于选举宋萍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610,432,891 102.1560% 是

13.03

关于选举卞丹娟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605,432,885 101.3193% 是

13.04

关于选举范新凤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90,432,885 98.8090% 是

13.05

关于选举龚秀芬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90,670,465 98.8488% 是

13.06

关于选举陈强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568,026,030 95.0592% 是

13.07

关于选举陈协东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8,006,030 95.0559% 是

议案十四 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1

关于选举朱青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95,364,249 99.6343% 是

14.02

关于选举乐宜仁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95,238,485 99.6133% 是

14.03

关于选举林雷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95,248,485 99.6149% 是

14.04

关于选举周凯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95,248,485 99.6149% 是

议案十六 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16.01

关于选举楚健健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595,502,190 99.6574% 是

16.02

关于选举杨卫东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595,512,185 99.6591% 是

16.03

关于选举唐淼淼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595,502,185 99.6574% 是

16.04

关于选举陶蕾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595,700,225 99.6905% 是

16.05

关于选举徐伟英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595,196,585 99.6062% 是

16.06

关于选举王军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595,212,185 99.6089% 是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上述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进行单独计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单位：股、%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六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580,390,933 99.7996% 1,164,900 0.2003% 300 0.0001% 通过

提案九

关于《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报告》的议案

579,924,753 99.7195% 1,131,000 0.1945% 500,380 0.0860% 通过

提案十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1） 江阴市单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579,924,753 99.7195% 1,131,000 0.1945% 500,380 0.0860% 通过

（2）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579,924,753 99.7195% 1,131,000 0.1945% 500,380 0.0860% 通过

（3）江阴市一斐服饰有限公司 579,153,005 99.7133% 1,164,940 0.2006% 500,380 0.0862% 通过

（4） 江阴市元博针织服饰有限公

司

579,153,005 99.7133% 1,164,940 0.2006% 500,380 0.0862% 通过

（5）江阴双马服饰有限公司 568,458,358 99.7079% 1,164,940 0.2043% 500,380 0.0878% 通过

（6）江阴奔达服饰有限公司 568,458,358 99.7079% 1,164,940 0.2043% 500,380 0.0878% 通过

（7）江阴市富翔机械有限公司 579,890,813 99.7136% 1,164,940 0.2003% 500,380 0.0860% 通过

（8）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9,924,753 99.7195% 1,131,000 0.1945% 500,380 0.0860% 通过

（9） 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79,891,753 99.7195% 1,131,000 0.1945% 500,380 0.0860% 通过

（10）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79,292,753 99.7192% 1,131,000 0.1947% 500,380 0.0861% 通过

（11）关联自然人 579,890,813 99.7136% 1,164,940 0.2003% 500,380 0.0860% 通过

提案十

一

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579,924,753 99.7195% 1,131,000 0.1945% 500,380 0.0860% 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单位：股、%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是否当选

得票数 比例

议案十三 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01

关于选举孙伟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594,445,168 102.2163% 是

13.02

关于选举宋萍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594,439,564 102.2153% 是

13.03

关于选举卞丹娟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89,439,558 101.3556% 是

13.04

关于选举范新凤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74,439,558 98.7763% 是

13.05

关于选举龚秀芬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74,677,138 98.8171% 是

13.06

关于选举陈强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563,465,158 96.8892% 是

13.07

关于选举陈协东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3,445,158 96.8858% 是

议案十四 关于选举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1

关于选举朱青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9,370,922 99.6242% 是

14.02

关于选举乐宜仁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9,245,158 99.6026% 是

14.03

关于选举林雷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9,255,158 99.6043% 是

14.04

关于选举周凯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9,255,158 99.6043% 是

�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潘岩平、张玉恒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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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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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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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5月16日，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

向全体候选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5月27日在江阴市汇丰大

厦三楼会议室召开，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经全体董

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孙伟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

《章程》的规定。 因相关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已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根据银保监相关规定，董

事龚秀芬本次会议无表决权。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孙伟先生任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行第七届

董事会一致。

孙伟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宋萍女士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

致。

宋萍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行长及行长助理的议案》

经行长提名，聘任仲国良、王峰、过晟宇、倪志娟、王凯为本行副行长，聘任袁坤为本行行长助理（挂

职），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一）聘任仲国良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聘任王峰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聘任过晟宇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聘任倪志娟女士为本行副行长；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聘任王凯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聘任袁坤先生为本行行长助理（挂职）。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仲国良、王峰、过晟宇、倪志娟、王凯、袁坤的简历详见附件。

按规定新聘任的副行长及行长助理须经银保监核准任职资格，在核准任职资格后正式履职。 本行全

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卞丹娟女士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0-86851978

联系传真：0510-86805815

电子邮箱：jynsyh@sina.com

通信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2号汇丰大厦三楼

邮政编码：214400

卞丹娟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钱雪先生为本行首席信息官，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致。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常惠娟女士为本行财务总监，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常惠娟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合规、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庄崇俊先生为本行合规负责人；聘任徐军先生为本行内部审计负责人。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周晓堂先生和张晶晶女士为本行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0-86851978

联系传真：0510-86805815

电子邮箱：jynsyh@sina.com

通信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2号汇丰大厦三楼

邮政编码：214400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会议同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下设七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一）战略发展委员会：由董事长孙伟，独立董事周凯，董事陈强组成。 战略发展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

名，由董事长孙伟担任；

（二）风险管理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朱青，董事宋萍、陈协东组成。 风险管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

由独立董事朱青担任；

（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乐宜仁、林雷，董事卞丹娟组成。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设主任

委员一名，由独立董事乐宜仁担任；

（四）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林雷、朱青，董事范新凤组成。 审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独立董

事林雷担任；

（五）提名及薪酬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周凯、乐宜仁，董事陈协东组成。 提名及薪酬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一名，由独立董事周凯担任；

（六）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由董事陈强、龚秀芬，董事长孙伟组成。 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一名，由董事陈强担任；

（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由董事宋萍、范新凤、卞丹娟组成。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设

主任委员一名，由董事宋萍担任。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行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对行长授权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预算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孙伟先生:

1970年5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1988年11月参加农村信用社工作，历任江阴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华士信用社副主任、顾山信用社主任，本行顾山支行行长、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本行副行长、行长，本

行第一、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现任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至目前，孙伟先生持有本行股票64.4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孙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本

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孙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宋萍女士：

1977年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1999年9月参加农村信用社工作，历任本行西郊支行行长助

理、本行团委书记、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副行长，本行第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本行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长，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行长，本行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行长。 现任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行长。

截至目前，宋萍女士持有本行股票60.2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宋萍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本

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宋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仲国良先生：

1969年5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1987年11月参加工作，曾任本行华士支行副行长，峭岐支行行

长，云亭支行行长，周庄支行行长，总行副行长；2016年9月起，任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2019年8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截至目前，仲国良先生持有本行股票60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仲国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

适合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仲国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峰先生:

1972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1995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江阴澄兴磷集团技术员、南京亿立电脑

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程序员，1996年11月加入本行，历任电脑科技术员、科长助理、副科长，2002年3

月任本行科技信息部副总经理，2008年10月科技开发部总经理。 2014年7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截至目前，王峰先生持有本行股票3.08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王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过晟宇先生:

198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2005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无锡农商行支行客户经理、支行

行长、董事、苏州分行（筹）行长。 2016年9月起至今任本行副行长。

截至目前，过晟宇先生持有本行股票3.22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过晟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过晟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倪志娟女士：

1975年11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历任锡州农商行业务拓展科副科长，锡州农商行信用

卡部副总经理，锡州农商行八士分理处副行长(主持工作)，无锡农商行八士分理处副行长(主持工作)，无锡

农商行八士分理处行长，无锡农商行张泾支行行长，无锡农商行小贷业务部总经理，无锡农商行三农金融

部总经理,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外设机构管理部总经理，执行董事。 2020年5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截至目前，倪志娟女士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倪志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倪志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凯先生：

1986年7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9年参加工作，历任本行璜土支行柜员，睢宁支行会计助理、

信贷主管、行长助理，利港支行副行长，澄东支行行长，本行小微金融部总经理。2020年5月起，任本行副行

长。

截至目前，王凯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王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袁坤先生：

1984年11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2006年参加工作，历任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银行部副

总经理，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沂涛支行行长，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章集支行行长，江苏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产品研发部高级主管。 2020年5月起，任本行行长助理（挂职）。

截至目前，袁坤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袁坤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袁坤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卞丹娟女士：

1973年4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94年8月参加工作，1998年9月加入本行，历任本行办公室副主

任、计划信贷部副经理、朝阳支行副行长、要塞支行副行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级）、办公室主任、综合办

公室主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 现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卞丹娟女士已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卞丹娟女士持有本行股票32.3432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卞丹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卞丹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常惠娟女士：

1973年12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5年8月入行参加工作，历任本行国际业务部主

办会计、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会计结算部副总经理、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2019年12

月起，任本行财务总监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常惠娟女士持有本行股票32.3432万股，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常惠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常惠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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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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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5月21日，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

向全体候选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5月27日在江阴市汇丰大

厦三楼会议室召开，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参会监事9名，实际参会监事9名，经全体监事

推举，会议由监事金武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金武先生任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与本行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金武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会议同意本行第七届监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和审计监督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一）提名委员会：由王军、唐淼淼、承晖三人组成，提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外部监事王军担

任；

（二）审计监督委员会：由徐伟英、楚健健、杨婧三人组成，审计监督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外部

监事徐伟英担任。

第七届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行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金武先生

1968年5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1987年2月参加工作，历任江阴云亭信用社副主任，江阴峭岐

信用社副主任、主任，本行峭岐支行、顾山支行、要塞支行、南闸支行行长，本行公司业务部、信贷管理部总

经理，2011年6月至2020年5月任本行副行长。

截止目前，金武先生持有本行股票3.3万股，不存在《公司法》、本行《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监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金武先生与持有本

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53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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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当前总股本741,

883,1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48,376,628.80�元。

1、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2、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3、“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将于2020年6月3日起由原8.31元/股调整为8.11元/股。 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3日起生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当前总股本

741,883,1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

利148,376,628.80�元。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未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和送红股。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内容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41,883,14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03 何启强

2 00*****967 麦正辉

3 08*****422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4 00*****587 张蓐意

5 00*****388 郭妙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0� 年6� 月2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邮编：528415）

咨询联系人：苏慧仪

咨询电话：0760-22583660

传真电话：0760-8982900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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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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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调整前“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为：8.31元/股

调整后“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为：8.11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年6月3日

一、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有关规定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发行了800

万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长集转债，债券代码：128105），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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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集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股本的情形），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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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送现金股利计算公式：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将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前总股本741,883,14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根据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规定，“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将于2020年6月3日起由原8.31元/股调整为8.11元/

股。 计算公式：8.31元/股（调整前转股价）-0.2元/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8.11元/股（调

整后转股价）。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3日起生效。

“长集转债” 转股期的起止日期为2020年10月15日至2026年4月8日，目前“长集转

债” 尚未进入转股期，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每股派送现金红利的具体计算依据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3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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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美科技” 或“公司” ）于2019年9月16

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使用期限为自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12个月内

即2019年9月16日至2020年9月15日，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

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公司实际从募集资金账户中共转出5,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已于2020年5月26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中的1,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募集资金1,000万元，其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4,000万元募集资金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4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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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

获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9）。

2、本次分配方案分配比例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 自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完成了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因公司2019年度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指标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对

其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83.1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32%。公司总股本由258,470,000股减少至257,639,000股。公司在《关于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中已经考虑到上述变化，利润分配方案以扣除已回购并注销的用于

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票（831,000股） 并剔除已回购股份 （1,488,201股） 后的总股本

256,150,799股作为权益分派的计算基数，因此分红的股本基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256,150,

799.00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1,488,201.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0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4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6.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57,639,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11,329,479股。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本次公司权益分派方案是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7,639,000股剔除公司截至股

权登记日因回购产生的库存股1,488,201股后的256,150,799股作为利润分配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

股，共计转增153,690,479股，转增后总股本为411,329,479股（不扣除已回购的股份1,

488,201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40,

984,127.84元=256,150,799股×0.16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价格计算时，每股转增股本比例应以0.5965342计算（每股转增股本数=实

际转增股本数/总股本，即0.5965342=153,690,479÷257,639,00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1.590758元计算。

（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 即1.590758元=40,984,127.84元÷257,

639,000股×1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1+每股转增股本比例）=（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1590758元/股）/（1+0.5965342）。

四、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五、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六、权益分配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0年6月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

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9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 02*****425 方隽云

3 08*****421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6月3日。

八、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5,263,282.00 2.04 3,157,969 8,421,251.00 2.05

二、无限售流通股 252,375,718.00 97.96 150,532,510 402,908,228.00 97.95

三、总股本 257,639,000.00 100.00 153,690,479 411,329,479.00 100.00

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本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九、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1、 本次实施转股后， 按新股本411,329,479.00股摊薄计算，2019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29元。

2、公司股东浙江元龙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就最低减持价承诺

如下：本公司/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

相应调整）；且该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公司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9.82元/股，经历次权益分派，对上述股东的承诺减持价格做相应

调整，截止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

为11.17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将对上述股东的承诺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后上

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6.88元/股。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浙江杭州西湖区耀江文欣大厦316浙江洁美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君刚、欧荣芳

咨询电话：0571-87759593

传真电话：0571-88259336

十一、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43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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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已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为方便广大投资

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公司决定举行2019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召开时间:� 2020年6月1日（星期一） 15:00—17:00。

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

召开方式：通过网络互动形式举行。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乔徽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妍女士、财务总监夏玮女士

将出席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0年6月1日 （星期一）15:00—17:00直接登陆网址（https://board.

10jqka.com.cn/ir） 或者同花顺APP端入口 （同花顺APP首页-更多-特色服务-路演平

台）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妍、计雪凡

电话： 021-61921326� � � � 021-61921328

传真： 021-65336669-8029

邮箱： ylkgdsb@163.com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

*ST

华映 公告编号

:2020-050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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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

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82号）。

收到上述函件后，公司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涉及的

事项进行回复。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和年审会计师尚需就部分事项进一步补充完善。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此问询函延期回复。公司将加快工作进度，争取于2020年6月3日前

完成相关回复工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

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4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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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762号）文件，公司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批复的具体内

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1,009,634,114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

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A股配股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B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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