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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

华夏保证金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保证金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保证金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98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雪韬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周飞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雪韬

任职日期 2020年11月10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3年7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现金管理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学历、学位 理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青岛意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青岛意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

意才”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0年11月12日起新增青岛意才代理销售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694� C：008695� E：008696）、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 � 007032� C: � 007033）、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007082� C：

007083）。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11月1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青岛意才办理以上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

业务。

二、重要提示

1、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

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

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

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其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

于基金公告约定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青岛意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2-3303

网址：https://www.yitsai.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83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存续分立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建安”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金

河建安（存续公司）和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新设公司）。原金河建安持有的公司股

份将由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承继持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2020

年7月14日、2020年8月11日、2020年8月18日、2020年9月15日和2020年10月14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金河建安通知目前正在积极办理股票过户手续。 公司将根据金河建

安分立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配合相关方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20-111

债券代码：

128098

债券简称：康弘转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弘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三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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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弘转债”已于2020年11月10日起停止交易

2、“康弘转债”赎回登记日：2020年11月20日

3、“康弘转债”赎回日：2020年11月23日

4、“康弘转债”赎回价格：100.29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4%，且当期利息含税）。

5、发行人（公司）赎回资金到账日：2020年11月26日

6、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11月30日

7、“康弘转债”停止转股日：2020年11月23日

8、截至2020年11月20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康弘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康弘转

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9、风险提示：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0年11月20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康弘转债” 将按照

100.29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

临损失。

截至2020年11月11日收市后距离2020年11月20日（可转债赎回登记日）仅有7个交易日，特提醒

“康弘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2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5日公开发行了

1,6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6.30亿元，期限6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218号”文同意，公司1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3月31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康弘转债” ，债券代码“128098”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5.5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成都

康弘药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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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券的有关规定，康弘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35.58元/股调整为35.3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2日起生效。

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康弘药业；股票代码：002773）自2020年9月11日至2020年10月9日连续

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康弘转债”当期转股价格35.30元/股的125%（即44.125元/股），已经触

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达到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25%（含125%）的条件）。

2020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康弘转债” 的

议案》，同意行使“康弘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康弘转债” 。

（二）赎回条款

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的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25%（含125%）；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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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康弘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29元/张。 具体计

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0.4%；

t：指计息天数，即从计息起始日（2020年3月5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0年11月23日）止的

实际日历天数为263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2×i×t/365=100×0.4%×263/365=0.29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29=100.29元/张

（二）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康弘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

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3元；对于持

有“康弘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 规定，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29元；对于持有“康弘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9

元。

（三）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20年11月20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康弘转债”持有人。

（四）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

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康弘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0年11月10日起，“康弘转债”停止交易。

3、2020年11月23日为“康弘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20年11月20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康弘转债” 。自2020年11月23日起，“康弘转债”停止转股。本次

有条件赎回完成后，“康弘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4、2020年11月26日为发行人资金到帐日。

5、2020年11月30日为赎回款到达“康弘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康弘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

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康弘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

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五）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康弘药业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8-87502055

传真：028-87513956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康弘转债” 已于2020年11月10日起停止交易，债券持有人可以在2020年11月20日收市前，在

深交所的交易时间内，将自己账户内的“康弘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

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

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康弘转债” 提前赎回权

利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20-080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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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维工程” ）于2020年11月11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建波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928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李建波发行3,157,587股、向高鹏发行2,667,582股、向李仁德发行2,605,608

股、向崔课贤发行2,543,635股、向王安军发行2,458,755股、向刘淑美发行862,024股、向崔洪良发行

763,322股、向崔增奎发行688,954股、向贺云飞发行640,776股、向宋云贞发行629,327股、向李明辉发

行628,385股、向尹双成发行627,444股、向彭正党发行592,143股、向林荣恒发行578,806股、向孙桂奇

发行566,412股、向盛世龙发行554,959股、向孙星玉发行541,619股、向李福刚发行528,746股、向陈贞

发行517,774股、向刘宝星发行506,781股、向蒋玉刚发行506,781股、向孙会云发行506,781股、向徐伯

刚发行494,390股、向王建民发行494,390股、向王伟发行494,390股、向张鲁峡发行481,991股、向于来

德发行481,050股、向李志东发行469,597股、向陈升廷发行469,597股、向卢绪军发行468,655股、向刘

玺玉发行468,655股、向赵士光发行457,202股、向孙林丰发行457,202股、向齐立贵发行457,202股、向

单国重发行444,811股、向邵昌根发行444,811股、向周民泉发行444,811股、向霍忠厚发行444,811股、

向杜劲光发行443,866股、向邹国栋发行443,866股、向李志新发行432,413股、向石建国发行432,413

股、向张小英发行432,413股、向石志亮发行432,413股、向姜玉生发行432,413股、向付海发行432,413

股、向王乃江发行432,413股、向刘新涛发行432,413股、向石文发行420,018股、向于华发行420,018

股、向郑波发行420,018股、向李丽萍发行420,018股、向刘丽伟发行420,018股、向谢亚萍发行420,

018股、向安明贵发行420,018股、向孙伟发行419,076股、向姜斌发行419,076股、向王树江发行419,

076股、向宋玉刚发行419,076股、向刘松发行407,623股、向张吉成发行407,623股、向单春梅发行407,

623股、向赵秀霞发行407,623股、向单慧玲发行407,623股、向刘冰发行407,623股、向尹振华发行407,

623股、向王荣胜发行407,623股、向刘玉岭发行407,623股、向杨毓强发行407,623股、向齐秋虹发行

407,623股、向高桂琴发行407,623股、向孙桂娟发行407,623股、向孙凌云发行407,623股、向徐美红发

行407,623股、向王振江发行407,623股、向孙建祥发行407,623股、向张士俭发行407,623股、向赵家亮

发行407,623股、向丁艳梅发行407,623股、向宋建伟发行406,682股、向王宁发行406,682股、向沙良军

发行406,682股、向王丽萍发行405,277股、向董京军发行405,277股、向李友庆发行395,232股、向尹向

红发行395,232股、向边秋莲发行395,232股、向刘井杰发行395,232股、向孙荣欣发行395,232股、向周

丽华发行395,232股、向杨翠萍发行395,232股、向李冬梅发行394,287股、向迂介发行394,287股、向姚

华发行382,834股、向李玉红发行382,834股、向王洪洪发行382,834股、向高东军发行382,834股、向韩

红娜发行382,834股、向张文京发行382,834股、向王玉奎发行382,834股、向张云风发行382,834股、向

张永萍发行382,834股、向魏靖发行382,834股、向唐丽英发行382,834股、向崔浩发行382,834股、向王

晓红发行382,834股、向李桂兰发行382,834股、向李洪科发行382,834股、向程晖发行381,892股、向薛

衍善发行375,534股、向毕艳芳发行370,439股、向丁艳红发行370,439股、向杜若来发行370,439股、向

李晓华发行370,439股、向陈翠玲发行370,439股、向韩新胜发行370,439股、向袁凤清发行370,439股、

向韩爱美发行370,439股、向宋金枝发行370,439股、向张云发行370,439股、向李新军发行370,439股、

向李长东发行370,439股、向武茂勇发行370,439股、向高俊颜发行370,439股、向董汶泉发行370,439

股、向石忠武发行368,556股、向赵军发行358,044股、向乔洁发行358,044股、向陈思成发行358,044

股、向王宏发行358,044股、向杨彬发行357,596股、向周娟发行357,103股、向王石玉发行357,103股、

向关晓峰发行357,103股、向张雪松发行347,681股、向袁会敏发行345,650股、向岳宏发行345,650股、

向王增华发行345,650股、向王廷新发行345,650股、向王学勇发行345,650股、向韩静发行345,650股、

向康敬改发行345,650股、向周元江发行342,226股、向魏长江发行334,656股、向于清坤发行333,255

股、向王秀玲发行333,255股、向邵振峰发行333,255股、向于晓青发行333,255股、向王京茹发行321,

324股、向王艳华发行320,860股、向赵梅发行320,860股、向高延云发行320,860股、向王吉兰发行320,

860股、向石斌发行313,534股、向李秀丽发行312,482股、向王淑华发行312,482股、向姚永利发行312,

482股、向朱星民发行312,482股、向樊树伟发行312,482股、向马琨发行312,482股、向孙传忠发行309,

870股、向于志敏发行302,566股、向李淑梅发行302,566股、向曹海英发行302,566股、向张梅发行301,

029股、向刘朝霞发行296,075股、向曹保峰发行296,071股、向陆家水发行285,077股、向杨颖发行283,

676股、向栾晖发行252,988股、向荣庆发行245,551股、向张文东发行230,98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08,237,300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

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

会。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上述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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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

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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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维工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于2020年10月28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审核通过，并已于2020年11月11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建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28号）。

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等要求，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并分别于2020年7月21日、2020年8月11日、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0月17日、2020年10月21日披露

了《重组报告书》（修订稿）。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在2020年10月21日披露的《重组报告

书》（修订稿）的基础上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

本说明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重组报告书中的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在《重

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之“二、本次交

易的决策程序” 等相关章节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并在报告书的“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二节 风险

因素” 中删除了“（一）审批风险” 、“（二）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等相关内容。

二、本次交易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

示”之“七、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之“二、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等相关章

节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

公司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 及其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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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1月6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2020年11月11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10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所有表决议案均获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

举。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鲁剑雄先生、杨炯洋先生、相立军先生、彭峥嵘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张桥云先生、蔡春先生、曾志远先生、李平先生、钱阔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桥云先生、蔡春先生、李平先生均已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志远先生、钱阔先生承诺参加最近一次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培训并取得其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一、议案二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候选人进行分项投票表决，其中非独立董

事与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三、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20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2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鲁剑雄：男，汉族，196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现任中共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1987年7月至 198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室见习；1988年7月至 199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乐

山市分行调研室、 办公室 干部；1990年10月至1993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室 副主任；1993年9月至

199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室 主任；1997年12月至199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地区分行调查统

计科 负责人；1998年7月至1998年12月， 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地区分行调查统计科 科长；1998年12月至1999年12月，

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科长；1999年12月至200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地区分行货币信贷统

计科 科长（其间：2001年3月至2001年7月，参加BFT英语培训）；2001年9月至200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青神县支

行 党组书记、行长（其间：2002年6月至2002年9月，参加分行党校培训班）；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

眉山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2004年7月至200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 党委委员、

副行长；2008年4月至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眉山市中心支

局副局长（其间：2010年5月至2010年6月，参加成都分行党校处级干部主体班学习）；2011年7月至2012年8月，中国

人民银行泸州市中心支行 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泸州市中心支局副局长；2012年8月至2020年10

月，中国人民银行泸州市中心支行 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泸州市中心支局局长；2020年10月至今，任中共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鲁剑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

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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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2、杨炯洋：男，汉族，196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现任华西证券董事、总裁，华西银峰

董事长。 1993年5月至1996年9月，任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1996年9月至2005年3月，历任国信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裁；2005年3月至2007年9月，任华西证券投

资银行事业部总裁；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任华西证券董事、副总裁；2008年12月至2014年7月，任华西证券董事、

总裁。2010年5月至2013年11月任华西金智董事长；2012年11月起任华西银峰董事长；2014年7月起任华西证券董事、

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杨炯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

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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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3、相立军：男，汉族，197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华能资本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1998年7月至2000年4月任北京市粮食局财会处助理会计师；2000年4月至2000年7

月任中国华能技术开发公司企业管理部干部；2000年7月至2003年1月任华能综合产业公司电子信息事业部资产管

理部助理会计师；2003年1月至2005年7月历任华能信息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副经理；2005年7月至

2005年11月任华能集团公司信息服务中心干部；2005年11月至2012年5月， 历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财务部财会一处

副处长、会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综合处处长；2012年5月至2012年10月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预算与综合计划部综

合与统计处处长；2012年10月至2016年3月历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办公厅秘书处正处级秘书、 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任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2016年9月至2016年11月任华能资本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2016年11月起任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2017年8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2018年1月获四川证监局《关于相立军证券公司董

事长类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川证监机构[2018]8号）。

截至本公告日，相立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上述职务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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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

事的情形。

4、彭峥嵘：男，汉族，196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 现任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部长，四川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鸿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天仟重工有限公司监事，四川剑海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四川绵竹富利泰麓棠会务有限公司监事，德阳市绵竹通汇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1993年9月

-1994年10月，在长沙市湘民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工作；1994年10月-1997年，在湖南省湘民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从事会

计工作；1997年-1999年，任湖南省建材大市场的财务经理；1999年12月-2002年10月，任财政部驻湘办下属湖南中兴

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2002年10月-2007年2月，先后在中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中兴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先

后任项目经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其中2003年-2004年派往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2007年3月至今，任四

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彭峥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公司担任上述职务

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情

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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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张桥云：男，196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成都金

融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国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99年至2002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攻读博士学位；1983年7月至1991年9月，四川省南溪县大观职业中学教师；1994年7月至2000年10月，西南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教师（期间于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为美国 Duequense大学访问学者）；2000年10月至2007年5月，西

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主任（期间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5月为美国加州大学Sandiego分校访问学者）；2007

年5月至2017年1月，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2017年1月至今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先后担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广西北部湾银行独立董事。 自2018年12月起担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桥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

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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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2、蔡春：男，汉族，196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博士。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二

级）、博士生导师，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蔡春先生兼任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政府审计研究

中心主任（无行政级别）、财政部会计名家、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成本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审计学会副

会长；美国伊利诺大学国际会计教育与研究中心高访学者；世界银行贷款资助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军委审计署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入库

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审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审计研

究》、《会计研究》和《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期刊编委和《中国会计评论》理事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1984年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本科毕业，学士；1987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硕士；1991年天津财经

学院会计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 1987年至1992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任助教、讲师；1992年至1994年，西南

财经大学会计系，任系副主任、副教授；1994年至2002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学院）， 任系副主任（副院长）、教

授；2002年至2004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院长、教授、博导；2004年至2016年，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教

授、博导；2016年至今，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导；2020年6月30日至今，担任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蔡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

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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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3、曾志远：男，1965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成都金融服务业商会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 1988年7

月到1998年5月，在成都大学经济系任教；1998年5月至今，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截至本公告日，曾志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志远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承诺参加最近一次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培训并取得其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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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4、李平：男，汉族，195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现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四川大学法学

院教授、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1984年至1992年，在四川大学法律系任教；1992年至2010年，任四川大学法律系

教研室主任；1998年至2016年任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2016年起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1998年至今任川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 2017年8月至今，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

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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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5、钱阔：男，1957年1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获得美国Texas� A&M� University博士学

位。钱阔先生编著出版多部会计、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著作，在各大刊物发表20余篇论文，主持研究多项课题。主要工作

经历：1982年7月至1988年12月，在北京林业大学干部培训部工作，历任教务科科长、干部培训部副主任（副处级）职

务；1988年12月至1991年10月，在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部工作，任专职讲师（副处级）；1991年10月至1996年7月，任

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行政事业资源司资源资产处副处长；1996年7月至2002年10月， 任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行

政事业资源司资源资产处处长、高级经济师；2002年10月至2003年4月，任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正处长级专职监

事；2003年4月至2005年4月，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正处长级专职监事；2005年5月至2011年5月，任国务院国

资委副局长级专职监事（兼任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研究中心副主任）；2011年5月至2017年5月，任国务院国资委正局

长级专职监事（兼任监事会第24办事处主任）；2017年5月退休。

截至本公告日，钱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阔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承诺参加最近一次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培训并取得其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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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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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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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

会议通知，2020年11月11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审议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决议如下：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

举。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庞晓龙先生、赵明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候选人进行分项投票表决。

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1月12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1、庞晓龙：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4年7月至1987年10月任泸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干部；1987年10月至1989年6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办事员；

1989年6月至1992年12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副科长；1992年12月至1994年4月任泸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科长；1994年4月至1995年2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检科科长兼经济检查所所长；

1995年2月至1997年12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同科科长；2002年1月至2002年5月， 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个

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科科长；2002年5月至2008年8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2008年8月至

2011年11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任泸州市纪委副书记、工商行政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任泸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2012年3月至2015年12月任泸州市纪

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预防腐败局局长；2015年12月至2019年11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2017年8月起任本公司监

事、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庞晓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

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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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2、赵明川：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毕业。 现任本公司监事、华能四川水电有限

公司总经理。 1982年7月至1987年10月任四川省电力局豆坝发电厂财务科科员；1987年11月至1990年9月任四川省电

力局豆坝发电厂财务科副科长；1990年9月至1992年11月任四川省电力局财务处综合科科员；1992年11月至1996年3

月任四川省电力局财务处综合科科长；1996年3月至1998年11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江油发电厂副厂长；1998年11月

至2000年6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财务处处长；2000年6月至2001年4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财务部总经理；2001年4月至

2001年11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会计师；2001年11月至2003年3月任甘肃省电力公司总会计师；2003年3月至

2004年7月任中国华能集团四川分公司副经理；2004年7月至2006年10月任永诚财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06

年10月起任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月起，任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10月至2017年

8月任华西证券董事；2017年8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赵明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以上公司担任上述职务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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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926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7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15:2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27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27日 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下午3:00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公司50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鲁剑雄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杨炯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相立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彭峥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张桥云先生为独立董事

2.02�选举蔡春先生为独立董事

2.03�选举曾志远先生为独立董事

2.04�选举李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2.05�选举钱阔先生为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庞晓龙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3.02�选举赵明川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4、关于修订《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表决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第八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以上议案相关内容详见2020年10月30日、2020年11月1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中第4项议案（提案编码为4.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第1至3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应选非独立董事4人、独立董事5人、非职工监事2人，股东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

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须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第1至3项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三、本次会议议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议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鲁剑雄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杨炯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相立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彭峥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2.01 选举张桥云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2 选举蔡春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曾志远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4 选举李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5 选举钱阔先生为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庞晓龙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

3.02 选举赵明川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

非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修订《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11月23日（星期一）至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下午1:00-5:00。

2、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登记

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3、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证；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

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

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

（3）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复印件，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送

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25日17:00。

4、登记地点：

（1）现场登记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9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信函送达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9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610095，信函请注明“华西证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3）传真送达：通过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华西证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并注明

联系电话。 公司传真号：028-86150100

五、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六、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请在参会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会议登记材料原件，

交与会务人员。

3、请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提前30分钟到达。

4、会务常设联系人：尹亮

电话：028-86150207

传真：028-86150100

邮箱：ir@hx168.com.cn

5、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

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2日

附件：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1：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单位：

委托人身份证号/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份性质（限售股或非限售流通股） ：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兹委托上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出席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

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累积投票议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鲁剑雄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杨炯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相立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彭峥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2.01 选举张桥云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2 选举蔡春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曾志远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4 选举李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

2.05 选举钱阔先生为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庞晓龙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

3.02 选举赵明川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

非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修订《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附注：

1、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其中：

提案1.00，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提案2.00，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

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提案3.00，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若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 ） 否（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括号内打“√” ）

4、授权委托书通过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法人股东委托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股东委托须由股东亲笔签名。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926” ，投票简称为“华西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的选举票数为限

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

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 B�投 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各累积投票议案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如下：

①议案1：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议案2：选举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议案3：选举非职工监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1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11月27日 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藏格 公告编号：

2020-79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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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

年11月9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23日、2020年11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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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10月2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58,892,678 43.08

2 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 387,228,181 19.42

3 肖永明 216,803,365 10.87

4 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55,031,595 2.76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447,783 2.13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399,827 1.88

7 杨平 17,848,295 0.90

8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307,899 0.82

9 李明 14,059,053 0.71

10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7,054,100 0.35

2、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447,783 2.13

2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399,827 1.88

3 杨平 17,848,295 0.90

4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307,899 0.82

5 李明 14,059,053 0.71

6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7,054,100 0.35

7 石双良 6,397,200 0.32

8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230,700 0.26

9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742,611 0.24

10 袁炳华 4,697,808 0.2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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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1月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

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58,892,678 43.08

2 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 387,228,181 19.42

3 肖永明 216,803,365 10.87

4 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55,031,595 2.76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957,884 2.41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399,827 1.88

7 杨平 17,848,295 0.90

8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307,899 0.82

9 李明 14,059,053 0.71

10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7,054,100 0.35

2、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957,884 2.41

2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399,827 1.88

3 杨平 17,848,295 0.90

4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307,899 0.82

5 李明 14,059,053 0.71

6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7,054,100 0.35

7 石双良 6,415,500 0.32

8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742,611 0.24

9 袁炳华 4,697,808 0.24

10 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502,232 0.23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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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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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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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5亿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1.02元/股（含）。 按照回购资金上限人民币5亿元、

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1.02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537.21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2.275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公司于2020年10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11月9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3、相关风险提示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

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

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若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

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对公

司的信心，并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公司的经营可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在综合考虑经营情况、业

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票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

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

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02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际回购价格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价格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

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均包含本数）。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人民币2.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1.02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约为2,268.60万股，占公司目前

已发行总股本的1.1378%；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1.02元/股进行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总数约为4,537.21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2757%。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

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及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

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披露对回购方案是否顺延， 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

限。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若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根据公司的股本结构，按预计回购数量下限2,268.60万股测算，回购股份

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378%；按预计回购数量上限4,537.21万股测算，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2.2757%。 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

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按预计回购数量下限）

回购后

（按预计回购数量上限）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20,293,362 76.25% 1,542,979,387 77.39% 1,565,665,413 78.5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3,486,160 23.75% 450,800,135 22.61% 428,114,109 21.47%

股份总数 1,993,779,522 100.00% 1,993,779,522 100.00% 1,993,779,522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

情况的分析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92.2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81.44亿元，

货币资金为人民币9.7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回购资金上限占公司总资产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比重分别为5.42%、6.14%，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

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的条件。

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

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

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内部自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年10月22日）

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

市场操纵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无

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内无明确的减持计划。 如后续上述人

员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为确保本次股份回购事项顺利进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

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调整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 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

其他事宜；

4、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依据市场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次回购

方案；

5、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

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与股份回购相关登记备案工作；

6、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有关的其他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董事会拟同意

授权公司总经理或董事会秘书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授权人士（届时无需再次召开董事会），代表公司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上述回购相关事宜。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支持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会议

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合法合规。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

3、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均包含本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

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也是可行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回

购股份的方案。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67）。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的以下时间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披露内容包括已回购股份数量、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已支付的总金额等。

（4）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公司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

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2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

2、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

名称：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五、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

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未

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

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若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

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