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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5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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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651弄88号4号楼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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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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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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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

长朱新爱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及鉴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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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朱小海先生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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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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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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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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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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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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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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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0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提供相应担

保、申请融资租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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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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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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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2,068 99.9998 169 0.000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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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360,564 99.9531 169 0.0469 0 0.0000

7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020年度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申

请融资租赁的议案

360,564 99.9531 169 0.0469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

案

360,564 99.9531 169 0.0469 0 0.0000

9

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

薪酬的议案

360,564 99.9531 169 0.0469 0 0.0000

1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

360,564 99.9531 169 0.046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持股表决情况。

2、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3、公司独立董事已于本次股东大会作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季方苏律师、王梦莹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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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935

证券简称：天奥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44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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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该议案经2019年11月1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由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约

定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 上述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1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3月2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共赢利率结构32596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起息日为2020年3月2日，到期日为2020年5月29日。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0年3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1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89.21万元。 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含本次公告所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期限

产品金额

（万元）

预计产

品年化

收益率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

（万元）

1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5141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3.13

—2019.6.11

5,000 3.85% 是 47.47

2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金牛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

“随心E”二号法人

拓户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9.3.14—

2019.6.13

4,000 3.35% 是 33.78

3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5903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5.31

—2019.7.3

500 3.40% 是 1.54

4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金牛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9.1.11

—2019.7.11

5,000 3.45% 是 86.01

5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5605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4.22

—2019.7.21

9,000 3.85% 是 85.44

6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5995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4.26

—2019.7.25

5,000 3.85% 是 47.47

7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6651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5.29

—2019.8.27

10,000 3.90% 是 96.16

8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6902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6.11

—2019.9.9

5,000 3.95% 是 48.70

9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629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8.30

—2019.10.8

1,000 3.05% 是 3.26

1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7770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7.17

—2019.10.15

5,000 3.83% 是 47.22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041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7.26

—2019.10.24

8,000 3.90% 是 76.93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108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7.31

—2019.10.29

5,000 3.90% 是 48.08

13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647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8.28

—2019.11.26

8,000 3.80% 是 74.96

14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913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9.9

—2019.12.9

5,000 3.80% 是 47.37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金牛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9.6.17

—2019.12.16

4,000 3.50% 是 70.19

16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0289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11.7

—2020.2.5

5,000 3.80% 是 46.85

17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

2019年第204期D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9.11.12

—2020.2.13

12,500 3.83% 是 121.98

18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0737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11.29

—2020.2.27

8,000 3.85% 是 75.95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

2019年第231期E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9.12.24

—2020.3.26

8,000 3.80% 是 71.92

2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601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20.3.4

—2020.3.31

3,000 3.50% 是 7.77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

2020年第22期E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20.2.18

—2020.5.21

12,000 3.80% 是 100.40

22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596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20.3.2

—2020.5.29

10,000 3.70% 是 89.21

23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3115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20.4.1

—2020.6.30

5,000 3.55% 否 ———

24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33115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20.4.1

—2020.6.30

6,000 3.55% 否 ———

25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4360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20.5.25

—2020.8.31

11,500 3.20% 否 ———

三、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客户回单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5�月 29�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20-019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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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05月28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塑集团” ）一致行动人于立辉先

生的通知， 于立辉先生于2020年05月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股票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东塑集团一致行动人于立辉先生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具体增持情况见下表：

姓名 职务 增持期间 增持方式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数量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于立辉

公司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

2020年05月28

日

竞价交易 3.412 2,350,000 801.82 0.1657%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姓名

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增持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于立辉 2,403,122 0.1695% 4,753,122 0.3352%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实施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实施前 本次增持实施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东塑集团 422,586,045 29.8031% 422,586,045 29.8031%

于立辉 2,403,122 0.1695% 4,753,122 0.3352%

赵明 388,100 0.0274% 388,100 0.0274%

合计 425,377,267 30.0000% 427,727,267 30.1657%

（注：于立辉先生为东塑集团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于桂亭先生的儿子；赵明先生为东

塑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公司董事赵如奇先生的儿子，二人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东塑集团一

致行动人。 ）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东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立辉先生、赵明先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425,377,26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0.0000%；本次增持后，公司控股股东东塑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立辉先生、赵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7,727,26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30.1657%。

于立辉先生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不存在

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

3、于立辉先生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在增持后六个月内不减持。

4、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5月30日

关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参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汇成基金” ）协商一致，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将于2020年6月 1日起，参与汇成基金开展的费率优

惠活动，适用基金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935 浙商汇金转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40 浙商汇金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04 浙商汇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2805，C类002806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66 浙商汇金中证转型成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423， C类005424 浙商汇金聚禄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49 浙商汇金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6516，E类006515 浙商汇金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425,�C类007442 浙商汇金中高等级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426，C类007443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31 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9113 浙商汇金卓越优选3个月持有期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

169201 浙商汇金鼎盈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一、 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汇成基金申(认)购、赎回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

费率以汇成基金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汇成基金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期限，以汇成基金官方网站

所示公告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汇成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

费模式的申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汇成基金申、认购业务的费用，不包括基金赎回、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费用。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汇成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汇成基金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

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11层110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19层 19C13

网址：www.hcjijin.com

客服电话：400-619-9059

2、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大楼7楼

客户服务热线：95345

公司网址： www.stocke.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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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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钢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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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0,76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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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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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李利剑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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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有1名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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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377 99.9908 176,700 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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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98,577 99.9913 165,500 0.008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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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377 99.9908 165,500 0.0086 11,200 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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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98,577 99.9913 165,500 0.0087 0 0.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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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182 99.9907 165,500 0.0086 11,395 0.0007

6、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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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98,382 99.9913 165,500 0.0086 195 0.0001

7、 议案名称：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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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696 92.7962 165,500 6.7397 11,395 0.4641

8、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酬金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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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182 99.9907 176,700 0.0091 195 0.0002

9、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津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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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182 99.9907 176,700 0.0091 195 0.0002

10、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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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182 99.9907 176,700 0.0091 195 0.0002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0,587,182 99.9907 176,700 0.0091 195 0.0002

12、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原料场等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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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182 99.9907 176,700 0.0091 195 0.0002

13、 议案名称：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0,598,382 99.9913 165,500 0.0086 195 0.0001

14、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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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87,182 99.9907 176,700 0.0091 195 0.0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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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董事候选人李利剑 1,920,582,787 99.9905 是

15.02 董事候选人张怀宾 1,920,582,785 99.9905 是

15.03 董事候选人郭宪臻 1,920,582,789 99.9905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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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卫升 1,920,582,787 99.9905 是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春涛 1,920,582,785 99.9905 是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管炳春 1,920,582,789 99.9905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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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监事候选人李福永 1,920,582,787 99.9905 是

17.02 监事候选人张宪胜 1,920,582,785 99.9905 是

17.03 监事候选人洪烨 1,920,601,789 99.991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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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224,499 93.0753 165,500 6.9247 0 0.0000

7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213,104 92.5985 165,500 6.9246 11,395 0.4769

8

公司2020年度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及酬金预案

2,213,104 92.5985 176,700 7.3933 195 0.0082

10

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2,213,104 92.5985 176,700 7.3933 195 0.00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第7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股东安阳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918,308,486股。 已回

避表决该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团结 陶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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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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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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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向全体候选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于2020年5月29日在安钢会展中心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

实到董事8名，独立董事李春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胡卫升代为出席

并表决。 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李利剑主持。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选举公司董事长》议案。

选举李利剑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议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委员李利剑、张怀宾、郭宪臻、管炳春、黄春灿、魏晓亮、李爱锋组成，李利剑任

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计委员会由委员胡卫升、张怀宾、李春涛组成，胡卫升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提名委员会由委员李春涛、李利剑、张怀宾、胡卫升、管炳春组成，李春涛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委员管炳春、李利剑、李春涛组成，管炳春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聘任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李利剑提名，聘任于银俊为公司经理，聘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李利剑提名，聘任李志锋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聘任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议案。

经公司经理于银俊提名，聘任谢建民、胡涛、曹树卫、刘永民为公司副经理，聘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经理于银俊提名，聘任王志勇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于银俊、李志锋、谢建民、胡涛、曹树卫、刘永民、王志勇个人

履历和相关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能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具备

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五、审议并通过《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议案。

经研究，聘任徐静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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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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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向全体候选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于2020年5月29日在安钢会展中心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名，

实到监事5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福永为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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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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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9日（周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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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交易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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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0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1层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曙东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公司股份398,805,9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72%。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为22人，代

表公司股份242,129,6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92%。

合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人， 代表公司股份640,935,5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864%，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 ）共22人，代表公司股份19,138,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6%。

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政府管控措施，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

会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通过公司视频

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会议并进行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4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16,7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票

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1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8%；反对票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8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1.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7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16,7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票

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1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8%；反对票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8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1.3�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10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16,7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票

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1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8%；反对票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8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1.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12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16,7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票

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1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8%；反对票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8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1.5�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0年5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34,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票

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37,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票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6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34,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票

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37,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票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6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640,934,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票

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137,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票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6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韩旭坤律师、黄婧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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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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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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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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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2020年第二

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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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减少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7名

因个人原因离职及1名不幸因病去世且非因执行职务而死亡，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上述8名激励对象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98,9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分别召开董事会及监事会

审议通过上述回购注销事项。

根据以上决议内容，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398,900

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减少总股本398,900股，减少注册资本398,900元，即公司

总股本自149,101.9775万股调整至149,062.0875万股， 注册资本由149,101.9775万元调

整至149,062.08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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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

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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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的方式申报债权。 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

出邮戳日为准。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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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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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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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申报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27号院千方大厦

B座4层

联系人：康提

办公电话：010-50821818

邮编：100085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