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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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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8月31日

在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2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9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9人，会议

由邹淦荣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邹淦荣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何承军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辞

职暨聘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3）。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邹淦荣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翠翠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李翠翠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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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李翠翠女士的任

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辞

职暨聘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3）。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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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辞职暨聘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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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孙永镝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永镝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孙永镝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董事职务。 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经营和

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孙永镝先生持有惠州市大越第一投资有限公司1.85%的股份，惠州市大越第一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惠州市华阳投资有限公司76.31%的股权， 孙永镝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

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孙永镝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公司及董事会对孙永镝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及《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何承军女士（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同意聘任李翠翠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翠翠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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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李翠翠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2-2556885

传真号码：0752-2556885

电子邮箱：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相关人员个人简历

何承军女士，中国国籍，1967年10月生，毕业于西昌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职称，注册税务师资格；于2002年8月至2013年12月，历任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副经理、经理、财务总监助理，2014年1月至2019年10月，任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

心副总监兼会计部经理，2019年10月至今，任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惠州市华

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惠州市大越第三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惠州市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

公司监事、惠州市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监事、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何承军直接持有公司15,000股股权激励限售股；持有惠州市大越第三投资有限公

司4.68%的股份， 惠州市大越第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惠州市华阳投资有限公司8.09%的

股权，何承军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何承军在惠州市大越第三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除此之外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何承军不存在下列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

在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及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 不属于

“违法违规失信者” 及“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翠翠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04月生，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2010年7月至2011

年7月任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7月至2014年9月任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任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5

年5月至今任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翠翠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李翠翠直接持有公司30,000股股权激励限售股；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翠翠不存在下列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及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违法违规失信者” 及“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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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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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8月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

定，公司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2020年2月12日至2020年8月12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在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2020年2月12日至2020年8月12

日），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 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内幕信

息管理制度》、《公司内部内幕信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

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

2020-034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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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偃师市产业集聚区（工业区军民路）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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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338,0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33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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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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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李建波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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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董事李光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怡丹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张景涛、魏渝伟、胡双立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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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8,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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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8,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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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1,338,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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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8,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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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670,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

1,670,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1,670,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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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培元、朱文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报备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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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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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01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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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麦迪科技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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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62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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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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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2、召集和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翁康先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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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胡绍安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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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5,4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挺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

24,616,051 99.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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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752,

661

100.0000

2.01

选举王挺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

2,743,

291

99.65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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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文翔,刘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鉴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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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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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融钰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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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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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下午14点30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19号楼保利国际广场 T1-2703A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尹宏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副总经理马正学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00,494,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68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200,464,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648％。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464,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52％。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

股份464,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5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融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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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明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33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3％；反对1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6817％；反对1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5.31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经营和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33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3％；反对1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6817％；反对1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5.31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33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3％；反对1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6817％；反对1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5.31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陆璐女士、牛占斌先生、脱玉婷女士、

贺剑先生、潘桂岗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邱新先生、姜琳女士、陈亚伟先生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陆璐女士、牛占斌先生、脱玉婷女士、贺剑先生、潘桂岗先生、

邱新先生、姜琳女士、陈亚伟先生（其中邱新先生、姜琳女士、陈亚伟先生为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陆璐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53,61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23,610股。

表决结果：同意陆璐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牛占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71,812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41,812股。

表决结果：同意牛占斌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脱玉婷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63,614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3,614股。

表决结果：同意脱玉婷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贺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63,607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3,607股。

表决结果：同意贺剑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潘桂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55,604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25,604股。

表决结果：同意潘桂岗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邱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55,605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25,605股。

表决结果：同意邱新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姜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0,155,604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25,604股。

表决结果：同意姜琳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陈亚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00,155,606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25,606股。

表决结果：同意陈亚伟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非职工代表监事苗壮先生、李燕京先生均获出席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苗壮先生、李燕京先生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监事刘宜刚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

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苗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200,255,606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25,606股。

表决结果：同意苗壮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选举李燕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200,255,606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25,606股。

表决结果：同意李燕京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金奂佶律师、冯泽伟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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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代码：

191566

转股简称：翔港转股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翔港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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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66

●转股简称：翔港转股

●转股价格：10.77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年9月7日至2026年2月27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港科技”或“本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9]2702号文”核准，于2020年2月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00,000张（200,

000手）。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2亿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公司前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事宜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74号” 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于

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可转债交易代码为“113556” ，可转债简称为“翔港转

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发行条款约定，“翔港转债” 自2020年

9月7日起可以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翔港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 发行规模： 人民币2亿元

（二） 票面金额：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

（三） 票面利率： 第一年0.5%、第二年0.8%、第三年1.2%、第四年1.8%、第五年2.2%、第六年2.8%。

（四）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2月28日至2026年2月27日为

止；

（五）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年9月7日至2026年2月27日；

（六） 转股价格：10.77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66

可转债转股简称：翔港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翔港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多

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

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转债数量

(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0年9月7日至2026年2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

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翔港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

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

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翔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年2月28日。 在

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翔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15.16元/股，最新转股价格10.77元/股。

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同时以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

派事宜已于2020年7月2日实施完毕，翔港转债的转股价由原来的15.16元/股调整为10.77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翔港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翔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

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公式，公司本次发放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P0-D)/

（1+n）。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15.16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08元/股。 因此，本次调整

后转股价格为：P1＝（15.16-0.08）/（1+0.4）≈10.77元/股，调整价格自2020年7月1日（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

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

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翔港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翔港科技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20979819-866

电子邮箱：dyy@sunglow-tec.com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5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00,339,115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24,300,509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6,038,606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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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26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共16人，代表股份742,351,09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席表决），代表股

份681,121,745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0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

人，代表股份61,229,34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

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

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40,808,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22％；反对

1,54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6,386,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294％；反对

1,5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0-07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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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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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6,000,45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37,037,1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18,96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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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12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0.40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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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

Ge� Li（李革）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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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9人，董事Xiaomeng� Tong（童小幪）、Yibing� Wu（吴亦兵），独立

董事冯岱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王继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姚驰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Minzhang� Chen（陈民章）、

Shuhui� Chen（陈曙辉）、首席财务官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 （草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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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056,252 96.6142 27,196,328 3.3858 0 0.0000

H股 168,928,960 77.1494 50,034,327 22.850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44,985,212 92.4448 77,230,655 7.555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在2020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向关连人士授予奖励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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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930,525 96.5986 27,196,328 3.3858 125,727 0.0156

H股 168,928,960 77.1494 50,034,327 22.850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44,859,485 92.4325 77,230,655 7.5552 125,727 0.0123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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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088,830 96.6183 27,038,023 3.3661 125,727 0.0156

H股 169,055,252 77.2071 49,908,035 22.792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45,144,082 92.4603 76,946,058 7.5274 125,727 0.0123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640,273 99.9724 219,267 0.0153 177,627 0.0123

H股 218,947,327 99.9927 15,960 0.007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5,587,600 99.9751 235,227 0.0142 177,627 0.0107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640,273 99.9724 219,267 0.0153 177,627 0.0123

H股 218,947,327 99.9927 15,960 0.007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5,587,600 99.9751 235,227 0.0142 177,627 0.010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859,044 99.9876 496 0.0000 177,627 0.0124

H股 218,960,287 99.9986 3,000 0.001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5,819,331 99.9891 3,496 0.0002 177,627 0.010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859,044 99.9876 496 0.0000 177,627 0.0124

H股 218,963,2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5,822,331 99.9892 496 0.0000 177,627 0.0108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4,236,824 99.8051 2,674,616 0.1861 125,727 0.0088

H股 208,396,135 95.3381 10,184,292 4.6592 5,880 0.0027

普通股合计： 1,642,632,959 99.2154 12,858,908 0.7767 131,607 0.0079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866,776 99.9881 44,664 0.0031 125,727 0.0088

H股 218,499,805 99.9604 80,622 0.0369 5,880 0.0027

普通股合计： 1,655,366,581 99.9845 125,286 0.0076 131,607 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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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审议 〈无锡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H股奖励信托计

划（草案）〉 的议

案》

799,860,833 91.1947 77,230,655 8.8053 0 0.0000

2

《关于在2020年H

股奖励信托计划项

下向关连人士授予

奖励的议案》

799,735,106 91.1804 77,230,655 8.8053 125,727 0.01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4、5、6、7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2、3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雪雁、霍婉华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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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