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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354

股票简称：

*ST

天娱 编号：

2020

—

060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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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5,000万元至19,000万元 亏损：20,273.97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但由于公司债务负担过重，债

务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等导致公司财务费用高企，难以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0年半年度实际业绩情况

及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 由于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

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存在被在暂停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9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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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口 扭亏为盈 口同向上升 口同向下降 口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1300万元–900万元 盈利：10025.9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2元/股-0.016元/股 盈利0.16元/股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给公司各项业务开展

造成较大影响：版权服务业务部分项目延期，商务信息用纸产品生产及销售减少。 公司虽然采取各项

措施，积极应对疫情，但上半年经营业绩仍受到较大程度影响。

2、上年同期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将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注销股份产生的收益合计9191.82万

元计入当期损益，本报告期内无此项收益。

3、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1259万元。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68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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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1600万元–2400万元 盈利：3096.7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86元/股–0.0429元/股 盈利：0.055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作为多元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司以支付、租赁、保理、供应链管理、互联网小贷为主营业务，立足为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提供服务。 2020年上半年，受春节假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财务

费用增加的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二季度以来，公司采取了多种措施推进各业务板块的有序

发展，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复生产运营提供全方位服务，不断拓展新项目新业务，提升市场

竞争力，降低运营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促进下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好转。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20-06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7,995万元-5,330万元

盈利：6,84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16.73%-177.82%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18元/股-0.0412元/股 盈利：0.0525元/股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计算定期报告中

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准。 因此，本次公司计

算本期基本每股收益指标时，已扣减公司回购股份数23,001,458股（截至2020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因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失约4,500万元；受疫情

影响，种业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824

证券简称：北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4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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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北鼎股份，证券代码：

300824）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状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交易本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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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

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

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

2.经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

形。

3.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605001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

2020

—

008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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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孙汉本，持有公司股份29,

400,2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73%。 本次质押后，孙汉本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

为21,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1.43%。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07月13日接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孙汉本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孙汉本 否

21,000,

000

是（新股限

售股）

否

2020/

07/13

2023/

07/12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71.43% 6.95%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21,000,

000

/ / / / / 71.43% 6.95% /

2.拟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孙汉本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孙汉本 29,400,295 9.73% 0 21,000,000 71.43% 6.95%

21,000,

000

0

8,400,

295

0

宿青燕 75,284,558 24.91% 0 0 0.00% 0.00% 0 0

75,284,

558

0

孙继龙 10,500,147 3.47% 0 0 0.00% 0.00% 0 0

10,500,

147

0

青岛威

奥股权

投资有

限公司

2,928,333 0.97% 0 0 0 0.00% 0 0 2,928,333 0

合计

118,113,

333

39.08% 0 21,000,000 17.78% 6.95%

21,000,

000

0

97,113,

333

0

二、其他事项说明

股东孙汉本资信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若未来出现资金无法偿还的风险，孙汉本将积极

采取应对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切实履行还款义务。

上述股份质押事宜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2020-040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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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7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因公司工作人员的

疏漏，造成公告标题错误。 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公告标题为“关于部分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更正后：公告标题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董事会对上述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更正后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如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2791，证券

简称：坚朗五金）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现场、微信等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未披露的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6、公司控投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而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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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净利润为1.94—2.41亿元，同

比增长60.78%—99.32%。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的

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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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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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为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下属5家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总

额不超过2.6亿元（含本数）的担保。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5月

15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6家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含本数）的

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21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16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于近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东满贯包装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的1,

500万元《综合授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的范围、期限、费用等内

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2、公司于近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佛山宝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署的3,500万元 《综

合授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

文书或凭证为准。

3、公司于近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英联金属科技（潍坊） 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署的1,000万元

《综合授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的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

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上述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6家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融资提供担保的可用额度为8.55亿元。 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9,690.14万

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9,690.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27.74%，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累计经审批对外担保总额度为9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26.77%。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的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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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Aurora�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北极光投

资” )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周大生”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极光投

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7月13日，北极光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20,207,88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北极光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为36,545,17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权益变动方式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北 极 光

投资

集中竞价 2020/4/2-2020/5/26 18.41 2,018,089 -0.27611

大宗交易 2020/4/2-2020/5/26 16.88 12,600,000 -1.72389

集中竞价 2020/6/3-2020/7/13 24.86 5,589,791 -0.76478

合计 20,207,880 -2.76477

注： 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的。

2、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北极光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56,753,051 7.76476 36,545,171 4.9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753,051 7.76476 36,545,171 4.999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北极光投资的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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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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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2、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北极光投资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保持一致。

3、北极光投资不属于周大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导致周大生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周大生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5、北极光投资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地参与证券市场

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0-099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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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股份数量：19,890,613股

●回购价格区间：10.33元/股-14.34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0年2月10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年2月14日，本公司

披露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

2020-010），本次回购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其中

回购股份数量的40%用于员工持股计划，60%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二、回购实施情况

1、2020年3月12日，本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0年3月13日公开披露《健康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20-018）。

2、2020年7月12日，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但依照有关规定发行优先股的除外。 鉴于公司正在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经慎重研究后认为：继续推进实施回购股份事宜，将影响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的推进。 考虑到公司的实际需求及战略规划，以便顺利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终止实施本次回购

股份事项。

截至2020年7月12日，本公司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9,890,613股，占公司总股本（1,947,537,633

股）比例为1.02%，回购最高价格为14.34元/股，回购最低价为10.33元/股，回购均价为12.75元/股，使用

资金总额为25,363.72万元（含手续费）。

3、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4、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0年3月13日，公司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20-018）。

2019年12月，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业源投资）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10亿元，并于2020年5月13日进入换股期。 截至2020年7月12日，百业源投资可

交换公司债券累计换股82,571,456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1,947,537,633股）比例为4.24%。

2018年12月底，本公司授予公司激励对象首批股票期权，并于2019年12月21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

自本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董事、 总裁邱庆丰先生共计行权240,000

股。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在本公司首次披露回购

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本次回购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9,890,613股，占公司总股本（1,947,537,633股）比例为1.02%，全部存放

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本次回购股份主要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其中回购股份数量的

40%用于员工持股计划，60%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 比例 本次注销股份 本次不注销股份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股份

1,946,018,

932

100% 0 19,890,613 1,947,537,633 100%

其中：回购专用账户 0 0 0 19,890,613 19,890,613 1.02%

股份总数

1,946,018,

932

100% 0 19,890,613 1,947,537,633 100%

注：因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批期权自2019年12月21日进入行权期，自2020年2月10日至7月

12日，首批期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共计1,518,701股，本公司总股本由1,946,018,932股增加至1,947,

537,633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9,890,613股，占公司总股本（1,947,537,633股）比例为1.02%,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上述回购股份将主要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其中回购股份数量的40%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60%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并将在公司发布本次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完成

股份转让。 如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本公司将依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股东大会审议后，注销本次回购的未使用部分股份，并就注销股份事

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律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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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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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 并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

息。

●重大风险提示：公司非公开发行及引入战略投资者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需中国证监会核

准，能否取得及何时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本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状况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本公司通过问询函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进行了问

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2020年7月12日，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及《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217,276.05万元，发行股份不超过169,350,000股（含169,350,000股），引入

战略投资者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双方已就上述事

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引入战略投资者事宜详见公司2020年7月1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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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尚未发现涉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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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除公司董事、总裁邱庆丰先生于2020年7月13日进行期权行权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2、上述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事宜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需取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亦存在不确定性。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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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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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信息披露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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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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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7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能源煤电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与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预计与控股股东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2020年4-12月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郭洪波、李长贵、陶明印、赵东东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聘任毕强先生、李志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起至2023年5月18日本届高管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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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与控股股东辽宁省能源产业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

2020

年

4-12

月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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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4-12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业务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4-12月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抚顺矿业中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 88,495,575.22 2.39

辽宁煤机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 86,654,867.26 2.34

合计 175,150,442.48

（二）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业务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4-12月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配件及材料 6,642,500.05 0.50

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配件及材料 400,000.00 0.03

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 3,992,035.31 0.14

铁法煤业联发生产服务有限公司 材料 50,000.00 0.00

辽宁煤机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费 17,000,000.00 9.88

设备、配件及材料 600,000.00 0.04

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配件及材料 32,100,000.00 2.40

阜新白音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煤炭 278,364,367.26 9.69

阜新矿业集团恒大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煤炭 119,470,500.00 4.16

合计 458,619,402.62

二、关联方介绍及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方介绍

1、抚顺矿业中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绝对控股

法定代表人：金秀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住所：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演武街88号

经营范围：发电及售电，热力生产和供应；供热技术咨询、开发；粉煤灰、石灰石、石膏、工业蒸馏水、

废旧金属、机油、电瓶、油桶销售；粉煤灰产品技术开发；火电、热力设备制造、销售、维修（电力设备及特

种设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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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3,238,605,711.04元；净资产：320,486,631.10元；营业收入：964,125,

239.24元；净利润：-152,596,480.75元。 （经审计）

2、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全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兆福

注册资本：140,228万元

住所：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２５号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产品配件机械及技术进出口代理，房屋设备场地线路柜台出租，档案查询；仅

限分公司经营：煤炭煤气油母页岩富矿沙石开采加工销售，铁路运输、专用、通用设备及器材电气机械、

金属制品铸锻件零部件、民爆机械、仪器仪表、消防器材制造修理，炸药及火工产品、水泥及水泥制品、砖

瓦、油漆润滑油、碳黑、氮氧乙炔气、蓄电池防水材料、工艺品、橡胶编织纸塑制品、过滤器、防冻液制造加

工，水电暖供应，电铁客货及汽车运输，电铁电力、通讯线路、机电通讯设备、锅炉管道起重机械安装维

修，汽车汽吊车修理，金属性能测试，信息传输计算机及软件服务，农林牧副渔种育养加工销售，林木采

运加工制作销售，锅炉、管道检测清洗，压力容器焊接，保暖设施施工，自救仪器仪表计量器具修理检定，

科学研究、技术及地质勘察咨询、培训，油煤质检验，气瓶出租，劳动保护服装制作加工，城区修整绿化，

物业管理，房产经纪及开发，描晒图传真复印打字，招标仓储保洁托幼住宿餐饮娱乐洗浴游泳劳务摄像

装卸森林公园机动车存放服务，房屋设备商品食品漆油品废旧设备汽车配件销售，报刊出版，印刷品印

刷，彩印装饰，桶瓶装饮用水纯净水、脱硫剂、支护产品生产销售，彩钢板制造，矿石试验化验服务,起重

机改造安装；纸制品生产、销售；电子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硬件设备系统集成；集成实施

服务；计算机维修（前置许可项目经营期限以前置许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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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19,083,487,663.44元； 净资产：7,480,611,118.03元； 营业收入：7,

806,658,082.25元；净利润：119,145,326.19元。 （经审计）

3、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学伟

注册资本：44,615万元

住所：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科技城

经营范围：电动机、电器、电控设备元件制造、销售;电器、电气保养维护;电气机械修理;机械加工设

备安装、维修;金属材料、轴承、标准件、绝缘材料、日用杂品、建筑材料、煤炭、二手车销售;模具制造、修

理、销售;房屋、设备、场地出租;技术开发、咨询;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环保设备

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停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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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1,184,829,992.31元；净资产：421,646,859.43元；营业收入：705,610,

206.69元；净利润：15,919,031.62元。 （经审计）

4、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荣德

注册资本：435,308万元

住所：辽宁省调兵山人民路17号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煤矸石加工、洗选加工、销售、煤层气开采销售、发电、热电销售、供热、供水、供

暖、水暖、地质勘察、设计、机械制造、金属加工、汽车修配、转供电、农林牧副业、建筑工程安装、铁道工

程、石材、科技咨询、建筑材料制造、工艺品服装加工、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房地产开发、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铁路（内部专用线）公路客货运输、矿井建设、油化工（不含易爆）、小轿车连锁经营、环境

监测、节能监测、计量器具检测、检定、工程质量监督、市政工程材料检测、受托管理煤矿、采矿安全技术

开发与管理、技术服务；拓展训练服务、施工劳务、地基与基础工程；旅游园区管理服务；森林经营和管

理；林木育苗、林木育种；木材加工、销售；林产品采集、加工、销售；畜牧饲养（以上项目仅集团子公司分

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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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23,081,009,948.87元； 净资产：11,675,289,965.73元； 营业收入：5,

870,772,143.09元；净利润：344,741,163.38元。 （经审计）

5、铁法煤业联发生产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成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所：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站前街

经营范围：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耗材零售（仅限于分公司经营）；煤炭零售；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生

产、维修、销售；环保设备、洗选设备、丝网、矿山配件、橡胶制品、玻璃钢制品、塑料管材管件、服装、劳保

用品、建筑材料、防爆电器、钢铝塑门窗、五金工具、锻件、涂料加工销售、高效湿法烟气脱硫剂产品生产

销售、化工制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危险品除外）；非金属（玻璃钢）锚杆、金属锚杆生产销售；机电

设备架线安装；机电设备安装；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职业介绍服务（仅限于铁煤集团内部）；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塑料制品制造；美术装潢服务；文化用品销售；矿用产品带料加工（仅限于分公司经

营）;非等级建筑工程、防水、保温工程施工、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种植;道岔及其配件加工销售；信号灯、

标志牌加工销售；二三类机电产品销售;风筒制品、隔爆水袋、高低压开关柜、皮带运输机、金属结构件及

制品、密封件、木制品、支护器材、金属网、锅炉配件、刺线、钢砂生产销售；电镀产品、矿车、平板车制造、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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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135,506,855.19元； 净资产：-88,497,781.25元；营业收入242,118,

034.78元；净利润：-32,802,233.13元。 （未经审计）

6、辽宁煤机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刘儒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住所：辽宁省调兵山市经济开发区东北煤机物流中心

经营范围：矿用机械、电器制造、修理、销售；股份管理；投资管理；煤炭、焦炭、金属材料批发零售；仓

储、道路物流服务；矿山自动化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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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118,004,186.11元； 净资产：59,349,049.58元； 营业收入：1,994,

389.69元；净利润：-4,512,530.86元。 （经审计）

7、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复光

注册资本：32,785.3万元

住所：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煤矿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煤矿机械设备检修；设备租赁；机械加工；铆焊加

工；煤机产品检验检测；经营进出口业务；煤炭销售；矿山机械、重机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桥式起重机、

门式起重机制造、安装、改造、维修；氧气、乙炔、氩气、二氧化碳销售；气瓶充装（氧气、氩气、二氧化碳、溶

解乙炔、混合气（AR+CO2））；气瓶检验；道路货物运输；矿山机械及配件制造、修理及检测；防爆电器

设备制造、修理及检测；机电安装；铸造(小轧钢除外)、锻造、热处理、铆焊电镀；电器产品及其设备制造及

修理；各类机械、电气产品测绘及开发设计；金属材料物理性能检验、金相分析、化学分析及其它原材料

化学分析；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开发、硬件维护；晒图；房屋租赁；轮胎充氮气；支护设备及配件制造；

GPS设备仪器销售；阻燃输送带、分层输送带、阻燃及普通用途钢丝芯输送带、整体带芯、带式输送机及

零部件制造销售；高压胶管、胶管总成、橡胶制品生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劳动力外包；清洁服务；清洁

燃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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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306,215,791.62元； 净资产：181,402,026.45元； 营业收入：61,374,

992.61元；净利润：1,191,023.74元。 （经审计）

8、阜新白音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叶宝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住所：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三纬路10-1号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煤质化验；仓储、搬运、装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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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805,831,602.73元；净资产：20,091,965.60元；营业收入：2,767,635,

443.06元；净利润：91,966.60元。 （经审计）。

9、阜新矿业集团恒大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陈凤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住所：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三纬路10-1号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煤质化验；仓储、搬运、装卸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截止2019年12月底总资产：62,784,380.17元；净资产：19,977,626.59元； 营业收入： 478,388,

100.95元； 净利润： -22,372.41元。 （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同时，前述关联方均与辽宁能源煤电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

都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债权债务，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属于结算过程中存在时间差状况，没有互相恶

意拖欠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本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签署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具体定价依据如

下：

（一）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定价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

（二）如无国家定价,则适用市场价格；

（三）如无市场价格,双方交易之条件均不应逊于该方同任何第三方交易的条件。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满足了本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

循了市场公允原则，定价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

制度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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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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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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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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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凤凰国际商务大厦12楼会议室（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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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至2020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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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预计与控股股东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2020年4-12月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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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7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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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58 辽宁能源 20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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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限售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

股凭证；股东授权代表除上述证件外，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授权委托书，于2020年7月24日（周五）

上午9:00-10:30，下午2:00-3:30到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按上述要求通过信

件、传真办理登记手续，在参加会议时补交登记资料原件。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人：韩健 王莉

联系电话：024-86131586

联系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1号

邮政编码：110000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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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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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预计与控股股东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2020年4-12月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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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