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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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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协议转让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 ）通过非公开协

议转让方式向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79,104,000股非限售流通股票，即

通裕重工2.42%股权，对应股份转让金额为187,872,000元；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

规定办理相关程序。 详见公司临2020-32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2020年7月21日14时在公司410会议室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全资子公

司拟协议转让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临2020-33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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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通裕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42%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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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鲁信创投” ）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 ）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 ）转让所持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裕重工” ）79,104,000股非

限售流通股票，占通裕重工总股本的2.42%。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尚须满足协议生效条件，以及获得山东省财政厅审核批准并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存在交易无法完成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最新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一、交易概述

山东高新投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珠海港集团转让所持通裕重工79,104,000股非限售流通

股票，占通裕重工总股本的2.42%。 本次股权转让方式为非公开协议转让，不公开征集受让方。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山东省财政厅审核批准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二、拟受让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欧辉生

3.注册地址：珠海市南水镇榕湾路16号高栏港大厦第24层2401号

4.注册资本：351940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经营范围：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项目投资。

7.股权结构：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持股

8.财务状况：根据珠海港集团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珠海港集团总资产299.07亿

元，净资产117.15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79.51亿元，净利润0.67亿元。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05-25

3.法定代表人：司兴奎

4.注册地址：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注册资本：326774.3928万元

6.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大型锻件坯料、电渣锭、锻件、管模、数控机床、通用机械非标准设备制造、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铸件、焊接件、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压力容器、非标成套核电设备设计、制造、销

售；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状况：根据通裕重工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通裕重工总资产122.95亿元，总

负债67.98亿元，净资产54.97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40.27亿元，净利润2.52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年3月31日，通裕重工总资产124.49亿元，总负债68.87亿元，净资产55.62亿元；2020年1-3月营业收

入11.63亿元，净利润0.66亿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主要股东：根据通裕重工2020年一季报，截止2020年3月底，通裕重工前十大股东名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司兴奎 10.32

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67

3 朱金枝 5.39

4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5.04

5 杨建峰 1.22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2

7 杨兴厚 0.79

8 秦吉水 0.69

9 王世镇 0.55

10 徐开东 0.48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方式为非公开协议转让，不公开征集受让方。

（二）转让数量

山东高新投拟向珠海港集团转让所持通裕重工79,104,000股非限售流通股票， 占通裕重工总股本

的2.42%。

（三）转让价格及确定依据

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拟转让价格为2.375元/股，符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

委财政部证监会第36号令） 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规定， 即每股转让价格不低于下列两者之中的较高

者：

1.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通裕重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四）支付及交割安排

1.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珠海港集团向山东高新投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30%保证金，计

人民币56,361,600元（人民币伍仟陆佰叁拾陆万壹仟陆佰元整），该保证金汇入共管账户。

2.转让协议生效后，珠海港集团向山东高新投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的剩余价款，即股份转让总价款

的70%，计131,510,400元（人民币壹亿叁仟壹佰伍拾壹万零肆佰元整），珠海港集团已付的保证金56,

361,600元转为股份转让款。

3.珠海港集团支付全部转让价款5个工作日内，山东高新投应配合珠海港集团办理股份证券登记结

算过户手续。

4.标的股份完成证券登记结算过户手续之日起，珠海港集团享有标的股份之权利和利益并承担相应

股东义务。

（五）转让协议生效

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为转让协议生效日：

（1）双方同意并签署转让协议；

（2） 珠海港集团已经完成对通裕重工的尽职调查， 且尽职调查结果显示通裕重工披露的资产、业

务、负债等情况真实、充分，并且在所有的重要方面不存在隐瞒、虚假、不实或瑕疵的情况；

（3）珠海港集团收购通裕重工股份的交易得到珠海港集团有权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主管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以及得到珠海港集团内部决策机构的同意；

（4）山东高新投转让通裕重工股份的交易得到山东高新投内部决策机构的同意及上级有权机构的

批准；

（5）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对本

次交易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回笼资金1.88亿元，实现投资收益1.26亿元，能够实现较好的收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尚须满足协议生效条件， 以及获得山东省财政厅审核批准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

所确认，可能存在交易无法完成的风险。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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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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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7月21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济南市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C座410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21日

至2020年7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协议转让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0�年6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83 鲁信创投 2020/7/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所需文件、证件：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 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凭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加盖公司公章）、股东账户卡及公司介

绍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二）登记时间：2020�年 7�月 16�日 8：3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999� 号黄金 时代广场 C� 座

423�室）。

（四）登记方式：股东本人或代理人亲自登记、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传真、信 函登记收件截止

2020�年7�月 16�日下午 17�时。

六、 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 C�座 423�室。

邮编：250101

传真:0531-86969598

联系电话：0531-86566770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协议转让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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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退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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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鲁信创投” ）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 ）拟对外转让持有的山东高新润农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新润农” ）16.42%股权 。 上述股权将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

转让底价为800万元。 公司将对上述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一、交易概述

山东高新投拟对外转让持有的高新润农16.42%股权。 2020年6月29日，山东高新投董事会审议通过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山东高新投将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上述股权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

牌转让手续。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高新润农化学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05-14

3.法定代表人：孙希强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87498878461

4.注册地址：武城县经济开发区

5.注册资本：6090.91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3-戊酮、甲氧基乙酸甲酯、甲醇、乙腈、亚磷酸危险化学品的（无储存）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0年10月，山东高新投对高新润农出资3500万元，持有高新润农20%股权；2012年3月，高新润农

增资，山东高新投放弃同比例增资权，持股比例降至16.42%。

2016年12月，山东高新投对所持高新润农股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上述股权账面价值记为0。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9]SD0057号），截

至审计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高新润农合并口径总资产36,091.80万元，总负债61,237.32万元，净资产

-25,145.52万元；2019年1-6月营业收入35,201.38万元，净利润6,776.64万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高新润农合并口径总资产31,637.21万元，总负债63,043.81万元，净资产-31,406.59万元；2018年1-12

月营业收入35,892.49万元，净利润-95.60万元。

根据正衡资产评估(山东)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

及山东高新润农化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正衡（鲁）评报字[2020]第052

号），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高新润农评估后的净资产为-17,487.34万元。

上述股权将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转让底价为800万元。 公

司将对上述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备查文件：

1.山东高新投董事会决议；

2.高新润农审计报告；

3.高新润农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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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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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前述议案尚需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注册地址

变更前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桃园路北侧田厦翡翠明珠花园3栋1705A

变更后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邦凯路9号邦凯科技城2号C栋厂房1

楼101及2、3、4楼

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

由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内容作出修订，具体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桃园路

北侧田厦翡翠明珠花园3栋1705A

邮政编码：518055

第五条 公司住所： 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邦凯路9号邦凯科技城2号C栋厂房1楼

101及2、3、4楼

邮政编码：518107

2

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并施行，修改时亦同。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未发

生变化。

上述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授权高艳峰办理公司本次工商登记、备案相关事宜。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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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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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7月15日10点3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邦凯路9号邦凯科技城2号C栋3楼好学厅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15日

至2020年7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0

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登载《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312 燕麦科技 2020/7/8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10日上午09:00-11:30、下午14:00-17:00

（二）登记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邦凯路9号邦凯科技城2号C栋3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亦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一。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异地股东可以通过

信函、传真、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均须在登记时间2020年7月10日下午17:00点前送达，以抵达公司的时

间为准，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

有）等持股证明；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

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5）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

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原

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参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

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邦凯路9号邦凯科技城2号C栋3楼董事会办

公室

会议联系人：邝先珍、李元

邮编：518107

电话：0755-23243087

传真：0755-23243897

邮箱：ir@yanmade.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039

证券简称：泛微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45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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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6月

29在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

事九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韦利东主持，

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韦利东先生、包小娟女士、周军锋先生、王晨志先生、熊学武先生、金戈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提名洪亮先生、赵国红先生、凌旭峰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从上述

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九名候选人的资格进行了审核， 公司独立董事也对上述董事候选

人的提名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泛微网络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将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泛微网络独立董事提名人和候选人声明》）。

2、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江苏无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3、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件1：董事候选人简历

韦利东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工业外贸专业，

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1年创立了泛微有限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担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职务。

包小娟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 自2010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

周军锋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计算机及

应用专业。 自2005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公司董事、技术总监职务。

王晨志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协

和大学高阶工商管理学专业。 自2003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熊学武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郑州轻工业学院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专业。 自2003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公司董事、产品总监职务。

金戈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工业外贸专业。自

2011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附件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洪亮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芝加哥肯特法学院

国际比较法专业和复旦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学专业。 曾工作于上海市人民政府、 香港证券交易

所。 1999年7月起进入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工作，任事务所高级合伙人，2019年6月起就职于上海至合

律师事务所,在公司法、金融法、国资国企等相关法律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同时，任全国青联委员、上海

市第十一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律师协会国资国企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

兼职教授，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担任仲裁员。自2014年11月起，担任上海汇

纳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自2016年5月起，担任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凌旭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模

式识别和人工智能专业，曾任苹果电脑公司软件工程师，上海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软件部主任，上海市

嘉定区信息委、科委副主任，上海市委组织部信息处副处长。自2016年起，担任上海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顾问。

赵国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毕业于安徽

财贸学院会计学专业，曾任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会计经理，库柏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分

析经理，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财务经理。自2012年起，担任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财务

部总监。

证券代码：

603039

证券简称：泛微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46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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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刘筱玲主持，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选举新一届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提名刘筱玲、俞以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从上述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第四届

监事会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组成新一届的监事会， 任期三

年。

2、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江苏无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6月 29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筱玲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河海大学机电一体化专

业。 自2005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e-office技术开发部经理职务。

俞以明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

融学专业。 曾任上海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管理员、上海中纺机房地产经营开发有限公司销售

主管、上海信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主管、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高级分析师、上海

信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务，同时还担任上海锐合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锐合新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上海锐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江苏远洋东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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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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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决定选举周琳女士出任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

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6月29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琳女士， 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 自2005年起在本公司任职，现担任本公司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及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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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江苏无锡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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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江苏泛微星川网络有限公司（以最终核准登记的为准）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需经相关管理部门备案或审批。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2020年业务发展目标和需要，为满足不断增加的协同办公OA软件应用需求，进一步促进

公司发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江苏无锡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在江苏无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协同办公

OA软件的产品推广及技术服务。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需经相关管理部门备

案或审批。

二、拟设立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泛微星川网络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注册地：江苏无锡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股东：公司持股100%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自有资金）

上述对外投资涉及的子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注册地址等基本情况，尚需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备案或批准后方可实施，最终以实际审批或备案后的注册信息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设立江苏无锡子公司有利于促进公司与当地协同办公OA软件

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寻找潜在合作伙伴和项目，推动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动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设立江苏无锡子公司，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能更好地服务当地客户，缩短服务周

期，提高客户满意度。 本次对外投资还可充分利用当地优惠政策，提高产品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资事项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

有资金。由于尚处于拟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看，符合公司

的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四、风险提示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尚需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

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标的公司尚未设立，相关业务尚未开展。 同时，可能面临宏观政策调控、市场变化、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标的公司可能存在业务进展迟缓等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本次投资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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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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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7月15日10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联航路1188号33号楼一楼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15日

至2020年7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01 选举韦利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2 选举金戈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3 选举包小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4 选举周军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5 选举王晨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6 选举熊学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选举洪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凌旭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赵国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选举刘筱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俞以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39 泛微网络 2020/7/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股权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

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3、集中登记时间：2020年7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参

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金戈先生021-68869298-8072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周琳女士 021-68869298-6109

公司邮箱：weaver@weaver.com.cn

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弄33号楼

邮编：201112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韦利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2 选举金戈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3 选举包小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4 选举周军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5 选举王晨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6 选举熊学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洪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凌旭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赵国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3.01 选举刘筱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02 选举俞以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

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

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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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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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披露累计涉案的金额为16,957.62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尚未结案的及过去12个月内已结案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

计，累计诉讼案件共计58例，累计诉讼金额合计为16,957.62万元。 其中，未结诉讼案件共计50例，未结诉讼

（仲裁）涉案总金额为15,226.28万元，已结案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共计8例，已结诉讼（仲裁）涉案总金

额为1,731.34万元，公司涉诉主要原因为各类合同纠纷、票据纠纷等。 现将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案件基本情况

（一）未结诉讼案件情况

1、未结诉讼基本情况表

截至目前，未结诉讼案件共计50例，未结诉讼（仲裁）涉案总金额为15,226.28万元，其中公司作为

被告方案件49例，涉及金额为15,022.59万元；公司作为原告方案件1例，涉及金额为203.69万元。涉案金

额在500万元以上案件情况如下：

序

号

收到应诉文件时间 案由 原告方 被告方

诉讼程

序阶段

案件标的

(元)

1 2019年12月2日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山西五建集团有

限公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已

开庭

9,457,

004.00

2 2019年12月24日

股份股权合

同纠纷

庆誉（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华益兰馨（北京）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滕冠强、博天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仲裁未

开庭

28,480,

685.95

3 2020年2月26日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保山市辛街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会同县分公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已

开庭

10,281,

160.96

4 2020年5月20日 合同纠纷

北京约瑟投资有

限公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

中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博慧科技有限公司

一审未

开庭

5,050,

000.00

5 2020年6月11日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北京市市政四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博天环境（济南）生态有限公

司、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商河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一审未

开庭

53,627,

898.86

注：以上涉及金额仅披露诉讼标的本金，未考虑可能产生的利息及诉讼费用。

2、上述未结案件基本情况

（1）与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方：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拖欠的工程款

人民币2,246,824.49元；（2）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三通一平、停水停电、和钢筋二次搬运的费用共计141,

456.47元；（3）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施工期间洽商、变更的费用1,127,671.61元；（4）判令被告补偿钢筋

调差价款460,971.76元；（5）判令被告给付施工期间的窝工费用370,863.16元；（6）判令被告给付静载

荷试验费50,000元；（7）判令被告给付停工后人工、机械、材料的损失1,795,780.86元；（8）判令被告

承担合同未履行完毕违约金2,986,298.7元，按合同价款的30%计算；同时给付未按时付款的违约金，以

6,193,568.35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工程款全部给付完毕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算，为277,196.95元，共计：9,457,004元；（9）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2）与庆誉（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股权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庆誉（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华益兰馨（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滕冠强

被申请人三：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申请人仲裁请求

申请人因股份股权合同纠纷提起仲裁，申请人仲裁申请：（1）裁决被申请人一支付股权回购款人民

币25,378,148.47元；（2）裁决被申请人一支付逾期利息（以人民币25,378,148.47元为基数、自2018年

10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 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 暂计至2019年11月22日金额为3,022,537.48

元；（3）裁决被申请人一赔偿律师费人民币80,000元；（4）裁决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一承担；（5）

裁决被申请人二就上述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被申请人一应向申请人承担的给付义务，向申请人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6）裁决申请人有权对被申请人二持有的被申请人一的股权行使质押权，以清偿上述

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所确定的债务；（7）裁决被申请人三就上述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被申

请人一应向申请人承担的给付义务，向申请人承担差额补偿责任。

公司未就华益兰馨基金投资项目提供过任何形式担保，签署过任何协议，截至目前公司亦未为任何

私募基金产品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

③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3）与保山市辛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会同县分公司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保山市辛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会同县分公司

被告方：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进度

款人民币6,134,846.87元及实际支付完毕之日起的逾期利息146,314.09元；（2） 判令支付保证金4,

000,000元；（3）全部诉讼费。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4）与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方：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中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判令两被告依约共同赔偿原告损失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及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9月7日起

计付至两被告付清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律师费5万元，以及保全费、担保费、差旅费

等；（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开庭。

（5）与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方：博天环境（济南）生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济南”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

河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依法判令博天济南公司支付

工程进度款53,627,898.86元及应付未付工程款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2） 判令博天环境、 商河国有投资就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已付确认原告对案涉工程（即：商河县丰源湖水库水源工程泵站、泵站内主厂房、副厂房及厂房

内各类设备、饮水工程节制闸、分水闸，泵站工程前池、进水池等）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诉讼费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开庭。

（二）已完结诉讼案件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结案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共计8例，已结诉讼（仲裁）涉案总金额1,731.34万

元，公司均为被告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相关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金融债务关系基本稳定。 同时

将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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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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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