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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70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

2020-05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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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66号B楼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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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63,92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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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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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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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董事会秘书李胜等部分高管出席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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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253,396 99.6333 16,410,935 0.3060 3,261,068 0.0607

2、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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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243,496 99.6331 16,420,935 0.3061 3,260,968 0.0608

3、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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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443,396 99.6368 16,220,935 0.3024 3,261,068 0.0608

4、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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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443,396 99.6368 16,220,935 0.3024 3,261,068 0.0608

5、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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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535,634 99.6572 16,452,310 0.3067 1,937,455 0.0361

6、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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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802,422 99.3130 16,230,935 0.6067 2,148,855 0.0803

7、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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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973,715 98.9569 53,802,929 1.0031 2,148,755 0.0400

8、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投资计划额度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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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545,609 99.6573 16,231,035 0.3026 2,148,755 0.0401

9、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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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8,027,859 99.3308 33,748,785 0.6292 2,148,755 0.0400

10、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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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8,317,631 99.5226 20,566,170 0.3834 5,041,598 0.0940

11、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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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8,019,277 98.9577 53,364,467 0.9949 2,541,655 0.0474

12、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0-2022年）（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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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252,091 99.6519 16,524,453 0.3081 2,148,855 0.0400

13、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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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357,291 99.6538 16,419,353 0.3061 2,148,755 0.0401

14、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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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947,296 99.6462 16,869,248 0.3145 2,108,855 0.0393

15、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预案〉（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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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947,296 99.6462 16,869,248 0.3145 2,108,855 0.0393

16、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分拆上市持续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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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242,396 99.6517 16,574,148 0.3090 2,108,855 0.0393

17、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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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974,296 99.6467 16,842,248 0.3140 2,108,855 0.0393

18、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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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846,071 99.6443 16,865,273 0.3144 2,214,055 0.0413

19、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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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869,096 99.6447 16,842,248 0.3140 2,214,055 0.0413

20、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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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836,596 99.6441 16,874,748 0.3146 2,214,055 0.0413

21、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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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869,096 99.6447 16,842,248 0.3140 2,214,055 0.0413

22、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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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842,096 99.6442 16,869,248 0.3145 2,214,055 0.0413

23、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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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869,096 99.6447 16,842,248 0.3140 2,214,055 0.0413

24、议案名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境外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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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8,038,359 99.3310 33,632,985 0.6270 2,254,055 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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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报告》

618,586,074 97.1145 16,230,935 2.5482 2,148,855 0.3373

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及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的议案》

581,014,180 91.2159 53,802,929 8.4468 2,148,755 0.3373

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601,068,324 94.3643 33,748,785 5.2984 2,148,755 0.3373

1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11,358,096 95.9797 20,566,170 3.2288 5,041,598 0.7915

1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拟收购标的

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581,059,742 91.2231 53,364,467 8.3779 2,541,655 0.3990

1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

划（2020-2022年）（草

案）》

618,292,556 97.0684 16,524,453 2.5942 2,148,855 0.3374

1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618,397,756 97.0849 16,419,353 2.5777 2,148,755 0.3374

1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建工材

料工程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617,987,761 97.0205 16,869,248 2.6484 2,108,855 0.3311

15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审议 〈关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建

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至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预案〉（修订稿）的

议案》

617,987,761 97.0205 16,869,248 2.6484 2,108,855 0.3311

1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所属企

业分拆上市持续符合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

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

规定〉的议案》

618,282,861 97.0669 16,574,148 2.6020 2,108,855 0.3311

1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拆上海建

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上

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

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618,014,761 97.0248 16,842,248 2.6441 2,108,855 0.3311

1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保持独

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

议案》

617,886,536 97.0047 16,865,273 2.6478 2,214,055 0.3475

1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建工材

料工程有限公司具备相

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

案》

617,909,561 97.0083 16,842,248 2.6441 2,214,055 0.3476

2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

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617,877,061 97.0032 16,874,748 2.6492 2,214,055 0.3476

2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本次分拆履

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617,909,561 97.0083 16,842,248 2.6441 2,214,055 0.3476

2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本次分拆目

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

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617,882,561 97.0040 16,869,248 2.6484 2,214,055 0.3476

2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与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

限公司上市有关事宜的

议案》

617,909,561 97.0083 16,842,248 2.6441 2,214,055 0.34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第六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持有2,688,670,545�股）、徐征（持有 72,642�股）等关联股东回避

了表决。

本次大会其他听取报告的事项：《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源、龚嘉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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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及出

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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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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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工”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公司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徐征先生召集、主持。 会议通知于6月16日发出。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2019年度绩效激励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董事卞家骏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693

证券简称：江苏新能 公告编号：

2020-030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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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现金管理期限：9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2019年9月17日，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能” 、“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3.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自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授权到期后12个月内（即2019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18日）有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一、前期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已到期，产品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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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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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

2020年6月23日，公司收回本金10,000万元，获得收益93.94万元，收益符合预期。

二、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创造

更好的效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745号）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8,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62,000,000.00元，扣除

不含税发行费用70,563,000.7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1,436,999.24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8年6月27日到账，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8年6月27日出具了天衡验字（2018）00049号

《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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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0-019）。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2020年6月2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90天）” ，产品基本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新街口支行

银行结构性存

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90天）

10,000 3.05%/1.15%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

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 - - 否

（四）公司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风险等级低，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求。 在产品有效期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

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机构进行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

理的进展情况，加强检查监督和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产品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产品代码 1201206004

发行对象 企事业单位或法定成立的组织机构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成立日 2020年1月17日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自产品成立日（不含当日，产品成立日不能开放购买）起的每个工作日为开放日。 开放日的

9:00至17:00为开放时间，但浦发银行有权根据情况调整开放日或者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申购及申购确认日

客户可于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提交申购申请，T日申购，T+1日浦发银行扣款并确认，T+1日

若浦发银行扣款成功并确认即为申购确认日。（T日、T+1日均为工作日）

投资期限 90天

投资到期日

认购/申购确认日（不含当日）后第90天（如本产品被浦发银行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

日被视为投资到期日）

投资兑付日

投资到期日当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同时投资期限也相

应延长。

产品挂钩指标 伦敦银行间美元一个月拆借利率（USD�1M�LIBOR），当日伦敦时间上午11:00公布

产品观察日 投资到期日前第二个伦敦工作日

产品预期收益率（年）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低于或等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3.05%/年；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高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1.15%/年。

投资起点金额 500万起，以1万整数倍递增

产品规模上限 1000亿元人民币，根据产品实际运作情况浦发银行有权调整产品规模上限。

提前终止权

客户无权提前终止（赎回）本产品；浦发银行有权按照实际投资情况，提前终止本产品，在提

前终止日前2个工作日内在营业网点或网站或以其它方式发布信息公告，无须另行通知客户

工作日 观察期采用伦敦、中国的工作日

产品收益计算方式 日收益率＝年收益率/360；每个月30�天，每年360�天，以单利计算实际收益

（二）产品资金投向

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以及挂钩利率的期权产

品。

（三）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风险控制分析

在产品有效期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与产品发

行机构进行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加强检查监督和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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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现金管理产品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办行：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为已上市

金融机构，该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

1-12月

2020年3月31日/2020年1-3

月

总资产 834,212.55 868,061.81

负债总额 328,007.12 340,03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9,278.86 478,03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43.95 18,238.80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85,737.12万元，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认购金额为10,0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1.66%。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

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开展产生影响，有利于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创

造更好的效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取得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

收益。

六、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现金管理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已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3.3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以上资金额度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授权到期后12个月内（即2019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18

日）有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公

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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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2）。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最近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见下表：

金额：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195.14 -

2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5.82 -

3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5.82 -

4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6.77 -

5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6.77 -

6 结构性存款 1,500.00 1,500.00 4.73 -

7 结构性存款 1,500.00 1,500.00 4.29 -

8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3.56 -

9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9.73 -

10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0.57 -

11 结构性存款 1,500.00 1,500.00 4.53 -

12 结构性存款 1,500.00 1,500.00 5.00 -

13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2.60 -

14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1.93 -

15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8.33 -

16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9.59 -

17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9.58 -

18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0.68 -

19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4.06 -

20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15.43 -

2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1.11 -

22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9.73 -

23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3.85 -

24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14.14 -

25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1.43 -

26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9.73 -

27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0.57 -

28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6.77 -

29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22.38 -

30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8.77 -

3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1.63 -

32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20.79 -

33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71.21 -

34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93.94 -

35 结构性存款 5,000.00 - - 5,000.00

36 结构性存款 5,000.00 - - 5,000.00

37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 - 10,000.00

合计 258,000.00 238,000.00 1,020.98 2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19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02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20,0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3,000.00

总现金管理额度[注] 33,000.00

注：2019年9月17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9年10月19日起，公司继续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由6亿元调整为3.3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未到期金额共计

为2亿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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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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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琼瑛女士主持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6月2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工业园区）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7,803,703股，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337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7,606,50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5.3107%。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7,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70%。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795,7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057%。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并通过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0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7%；反对19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99,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7637%；反对1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8%；反对6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弃权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61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729%；反对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5%；弃权11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60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7%；反对19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99,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7637%；反对1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99,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37%；反对1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99,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7637%；反对1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吴培生、吴琼瑛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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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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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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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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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经公司与有关各方测算，本

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

10月25日、2019年11月23日、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22日、2020年2月25日及

2020年3月25日、2020年4月25日、2020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资产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26）、《上

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37）、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8）、《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43）、《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 临2020-002）、《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

编号： 临2020-00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

告编号： 临 2020-007）、《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0-02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27）。

2019年11月26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标的股权冻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3014号）（ 公告编号： 临2019-040）；

2019年12月4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标的股权冻结事项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1）。

2020年4月24日，公司收到孟宪坤先生发出书面《告知函》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浙0106财保76号之一），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已于2020年4月20日解

除冻结，湖州衍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

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第三方权利限制。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交易对方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

计与评估等各项工作。 待本次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等各项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及相关中介

机构将尽快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特别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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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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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

控制人曹文洁女士的一致行动人曹立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33,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1167%，该

股份来源于首发前限售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曹立峰先生拟自2020年5月11日起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即公司总股本的1%。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2020年6月

23日，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曹立峰先生已减持股份为100股，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233,3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11665%。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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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立峰 5%以下股东 4,233,400 2.1167%

IPO前取得：1,693,36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40,040股

曹文洁

5%以上第一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

117,585,000 58.79%

IPO前取得：47,034,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0,551,000股

上海文洁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5%以下股东 7,500,000 3.75%

IPO前取得：3,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曹文洁 117,585,000 58.79%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立峰的姐姐

曹立峰 4,233,400 2.1167%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文洁的弟弟

上海文洁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7,500,000 3.75%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文洁持股90%

的企业

合计 129,318,400 64.6567%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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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曹立峰 100 0.00005%

2020/5/11～

2020/6/23

集中竞

价交易

18.00-18.

00

1,800 4,233,300 2.1166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1、股东曹立峰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

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

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2、股东曹立峰先生在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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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思维列控部分股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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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6日披露了《关于拟减持

公司持有的思维列控部分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31，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司计划自公

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

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508， 证券简称“思维列

控” ）部分股份。 2019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减持计划。 根

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公司于2020年3月2日至2020年3月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思维列控

31.03万股股份。

2020年4月29日，思维列控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思维列控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79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0.4股。 根据思维列控披露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对思维列控的当前持

股数量较上述股份减持后发生变化，当前持股数量增至22,383,169股。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具体如下：

减持数量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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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31.03 0.16% 2020.3.2—2020.3.5

集中竞

价

60.22~63.82 19,210,313 22,383,169 8.21%

截至2020年6月23日，公司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本次累计减持思维列控股票31.03万股，因出售思维列控股票增加投资收益

82.31万元，增加现金流入1,918.66万元，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减持所获得具体

收益金额，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中相关财务数据为准。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的整体运用效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有利

于加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从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公司2019年12月6日披露了《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思维列控部分

股票的公告》及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减持计划不存在差异。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未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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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讯

网，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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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

H

股发行更新聆讯后资料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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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

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公司已于2020年1月23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

次发行上市的申请版本资料集（详见公司公告2020-004）。

2020年4月，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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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海

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88号），核准公司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可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详见公司公告2020-022）。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于2020年6月11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申请

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详见公司公告2020-038）。

公司已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详见公司公告2020-039）。 现根据本次

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更新了本次发行的聆讯后资料集（以下简称“更新聆讯后资料集” ），并在香

港联交所网站进行刊登。 该更新聆讯后资料集为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的要求而刊发， 刊发目的仅为便利于本次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向符合认购条件的投资者同步发

布资料，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其他目的。 同时，该更新聆讯后资料集为草拟本，其内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亦

可能会作出重大变动。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应条件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

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公司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

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该更新聆讯后资料集，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更新聆讯

后资料集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特此告知该更新聆讯后资料集可在香港联交所

网站的以下网址进行查看：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0/101221/documents/sehk20062300222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0/101221/documents/sehk20062300223.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并

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 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

约邀请。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