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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金合信春来回报一年期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提示性公告

创金合信春来回报一年期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

于2020年6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jhx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68-0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27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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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工华道1号智慧山C座五层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632,8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632,8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64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64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赵国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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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冯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

提前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4． 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注：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董事、监事、高管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称谓并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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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9,629,221 99.9877 3,655 0.012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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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关于提名赵国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4 99.9506 是

2.02

《关于提名解敏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5 99.9506 是

2.03

《关于提名王立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6 99.9506 是

2.04

《关于提名贺晞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7 99.9506 是

2.05

《关于提名权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8 99.9506 是

2.06

《关于提名寇福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9 99.9506 是

3.《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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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关于提名周爱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3 99.9506 是

3.02

《关于提名周晓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5 99.9506 是

3.03

《关于提名张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9,618,242 99.9506 是

4.《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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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关于提名陈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29,618,240 99.9506 是

4.02

《关于提名罗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29,618,245 99.950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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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关于提名赵国锋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219,482 93.7501

2.02

《关于提名解敏雨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219,483 93.7505

2.03

《关于提名王立新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219,484 93.7509

2.04

《关于提名贺晞林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219,485 93.7513

2.05

《关于提名权乐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219,486 93.7518

2.06

《关于提名寇福平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219,487 93.7522

3.01

《关于提名周爱民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219,481 93.7496

3.02

《关于提名周晓苏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219,483 93.7505

3.03

《关于提名张弛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19,480 93.74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3、4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鹏、付一洋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上述两位律师全程通过视频的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藏格 公告编号：

2020-41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

6.22%

股权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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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拟出售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6.22%股权和放弃43.88%股权优先购买权、 优先转让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现将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补充说明如下：

一、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于6月6日与西藏紫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金” ）签订《关于西藏巨

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所持6.22%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巨龙铜业” ）股权转让以48,2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西藏紫金。上述交易事项已于6

月6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作价基础

本次转让价格是交易各方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巨龙铜业

的《审计报告》和参考《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0]第000442号）为基础，结合巨龙铜业的价值进行协

商的结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评估报告主要情况

（一）评估摘要

西藏紫金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巨龙铜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藏巨龙铜

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0]第000442号）。 资产评估报告主

要内容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对巨龙铜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巨龙铜业股权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评估对象为巨龙铜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巨龙铜业在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巨龙铜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巨龙铜业截至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156,373.18万元， 评估结果为

1,881,088.26万元，增值率62.67%；负债账面价值为961,734.44万元，评估结果为1,004,

215.00万元，增值率4.42%；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94,638.74万元，评估结果为876,873.26万

元，增值率350.51%。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36,368.58 136,368.58 - -

非流动资产 2 1,020,004.60 1,744,719.68 724,715.08 71.0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1,743.87 1,662.56 -30,081.31 -94.76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89,356.27 103,686.96 14,330.69 16.04

在建工程 6 741,879.35 713,138.00 -28,741.35 -3.87

无形资产 7 30,271.59 862,314.58 832,042.99 2,748.59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971.63 1,340.14 368.51 37.93

驱龙及荣木

错拉矿权

9 18,463.74 775,979.42 757,515.68 4,002.72

知不拉矿权 10 10,676.92 84,835.72 74,158.80 594.5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 126,753.53 63,917.59 -62,835.94 -49.57

资产总计 12 1,156,373.18 1,881,088.26 724,715.08 62.67

流动负债 13 344,802.33 387,282.89 42,480.56 12.32

非流动负债 14 616,932.11 616,932.11 - -

负债总计 15 961,734.44 1,004,215.00 42,480.56 4.4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6 194,638.74 876,873.26 682,234.52 350.51

（二）评估方法选择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

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

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巨龙铜业未来生产经营所依靠的“驱龙铜多金属矿及荣木错拉铜

矿”及“知不拉铜多金属矿”的价值已反映在无形资产-矿业权的评估中。资产基础法从资

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 同时也一并考虑了企业的未来经营收

益；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和客观，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能为企业今后的运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三）评估增值情况

巨龙铜业本次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非流动资产中的无形资产中的矿业权增值所致。无

形资产中矿业权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矿业权原值取得成本较低，矿业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

流量法，反映企业未来年度的收益状况。

“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驱龙铜多金属矿采矿权和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荣木错拉

铜矿详查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的价值为775,979.42万元。

“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知不拉铜多金属矿” 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的价值为

84,835.72万元。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807

证券简称：

ST

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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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龙奥天街主办公楼1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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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2,62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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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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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刘金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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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25,6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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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53,169 97.0893 9,972,502 2.91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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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46,9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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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选举刘金辉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37,933,504 98.6305 是

4.02 选举牛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37,592,504 98.5310 是

4.03 选举郑云国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37,626,604 98.5409 是

4.04 选举张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37,592,501 98.5310 是

4.05 选举刘辉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37,592,501 98.5310 是

4.06 选举杨继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37,582,401 98.5280 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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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选举董学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37,589,203 98.5300 是

5.02

选举岳德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37,589,203 98.5300 是

5.03

选举钱春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37,589,203 98.5300 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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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选举王成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338,126,705 98.6869 是

6.02

选举李群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337,785,701 98.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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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审议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5,915,800 37.2337 9,972,502 62.7663 0 0.0000

3

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向股东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196,1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01

选举刘金辉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11,196,135 70.4678

4.02 选举牛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0,855,135 68.3216

4.03

选举郑云国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10,889,235 68.5362

4.04 选举张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0,855,132 68.3215

4.05 选举刘辉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0,855,132 68.3215

4.06

选举杨继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10,845,032 68.2580

5.01

选举董学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0,851,834 68.3008

5.02

选举岳德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0,851,834 68.3008

5.03

选举钱春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0,851,834 68.3008

6.01

选举王成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11,389,336 71.6838

6.02

选举李群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1,048,332 69.53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亚弟 宋彰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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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807

证券简称：

ST

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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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杨波女士、

欧阳磊先生、刘业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同第十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23日

简历：

杨波女士，197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在山东金桥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高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欧阳磊先生，198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曾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刘业刚先生，1987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

投资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

601360

证券简称：三六零 公告编号：

2020-040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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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2号楼A座一层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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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42,56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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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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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张矛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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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巍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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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2,538,749 99.9994 14,200 0.0003 16,5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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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2,538,749 99.9994 14,200 0.0003 16,5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出具《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的声明与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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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2,538,749 99.9994 14,200 0.0003 16,50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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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出具 《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

行的声明与承诺》的议案

533,634,876 99.9942 14,200 0.0027 16,500 0.00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登载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2020年6月13日公告

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康康、郑阳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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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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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0-035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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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于2020年6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 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4.�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22日、2019年6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

宜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前述议案授权范围

内，对本次公开发行具体方案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做了进一步明确，具体如下：

1、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680,000.00万元，发行数量为6,800万张。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0.6%、第二年0.8%、第三年1.5%、第四年2.9%、第五年

4.0%、第六年5.0%。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03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

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以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债券面值119%（含最后一

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原股东优先

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方式。 原股东除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与优先配售后的余额申购。 本次

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8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最终确定配

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金额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204,000.00万元。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

（1）公司原股东：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

（2）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等（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公司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公司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9566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0元/手

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可转债发

行完成后，申请办理本次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的指定

人员办理具体事项。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

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和管理， 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的专项存储和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募集资金

专户存放银行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分别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Ｏ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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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20-036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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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于2020年6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2.� 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4.�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22日、2019年6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

宜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前述议案授权范围

内，对本次公开发行具体方案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做了进一步明确，具体如下：

1、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680,000.00万元，发行数量为6,800万张。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0.6%、第二年0.8%、第三年1.5%、第四年2.9%、第五年

4.0%、第六年5.0%。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03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

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以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债券面值119%（含最后一

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原股东优先

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方式。 原股东除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与优先配售后的余额申购。 本次

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8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最终确定配

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金额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204,000.00万元。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

（1）公司原股东：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

（2）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等（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公司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公司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9566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0元/手

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可转债发

行完成后，申请办理本次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的指定

人员办理具体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

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和管理， 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的专项存储和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募集资金

专户存放银行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分别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二Ｏ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655

证券简称：朗博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6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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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6月18日、2020年6月19日、

2020年6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汽车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977,931.07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2,923,536.35元。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298,468.6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83,383.12元。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

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0年6月18日、2020年6月19日、2022年6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汽车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977,931.07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2,923,536.35元。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298,

468.6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83,383.12元。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

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 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股份发行、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

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0年6月18日、2020年6月19日、2020年6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汽车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977,931.07元，较

去年同期减少8.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2,923,536.35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4.11%。 2020

年第一季度除宏观经济行业因素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298,468.65元，较去年同期

减少25.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83,383.12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8.84%。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若行业持续低迷，相关业务的开展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 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行业风险

1、下游行业景气度波动风险

汽车行业属于周期性行业，汽车产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汽车产业

发展迅速，汽车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增强；反之，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汽车产业发展放缓，汽车

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减弱。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非轮胎橡胶零部件，主要下游客户为汽车空调系统、

动力系统及制动系统生产企业，直接或间接为汽车整车制造商提供配套。 社会对汽车的需求最终会影响

公司产品的销售，汽车行业增长速度的下降会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2018下半年

以来，主要受宏观经济影响，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行业持续承压，汽车行业的后续发展也存在不确定

性，如果未来汽车行业增长速度下降或出现负增长，公司的未来发展状况会受到不利影响。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较多，竞争激烈，外资和合资企业凭借其资本、技术、管理、内部配套

等优势，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较小，市场占有率偏低。 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的发

展，以及汽车消费需求的多样化，整车厂加快了新车型的推出速度，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力度，对

零部件供应商的同步研发能力和及时供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加大技术投入、提

升同步研发能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优化产品结构、持续 扩大产能、满足客户的及时供货需求，则可能

面临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3、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2017年、2018年、2019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6.29%、42.46%和41.47%，随着公司业务规模进

一步扩大，产品售价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可能会导致综合毛利率出现下滑；此外，随着公司重点发展的

油封、制动系统皮膜等产品的市场开拓逐渐深入和销售占比逐渐提高，也会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出现下

滑的风险。

四、 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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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关于《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函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公司发来的《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已收

悉，经认真自查，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本人范小凤，作为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特此回复。

范小凤（签字）：

2020年6月22日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范小凤女士: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6月18日、6月19日和6月22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现公司特向您发函征询如下事宜：

是否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以上事宜，请核实。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关于《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函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公司发来的《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已收

悉，经认真自查，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本人戚建国，作为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特此回复。

戚建国（签字）：

2020年6月22日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戚建国先生: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6月18日、6月19日和6月22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现公司特向您发函征询如下事宜：

是否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以上事宜，请核实。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