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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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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

通知已于2019年7月20日、2019年8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且已于2019年7月22日刊登于香港联交

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9月3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9年9月2日15:00—2019年9月3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 胡长青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04,608,200股，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代理人）共1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905,198,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16%。 其中，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代理人）101人，代

表股份104,999,313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1%。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57,346,5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2%。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7,851,9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

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51人，代表股份451,385,185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27.03%。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53人，代表股份266,614,626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37.74%。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187,198,687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35.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三项普通议案 （该议案已经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司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普通决议案三项

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关于制定公司外部董事及股东监事薪酬的议案

3、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及胡长青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会议点票的

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雪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三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一 普通决议案三项

1.00

关于修订 《股

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总计： 905,198,498 903,393,104 99.8006% 1,488,394 0.1644% 317,000 0.0350%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

股东

104,999,313 103,193,919 98.2806% 1,488,394 1.4175% 317,000 0.3019%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451,385,185 449,963,835 99.6851% 1,104,350 0.2447% 317,000 0.0702%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266,614,626 266,230,582 99.8560% 384,044 0.144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87,198,687 187,198,687 100.0000% - 0.0000% - 0.0000%

2.00

关于制定公司

外部董事及股

东监事薪酬的

议案

总计： 905,198,498 902,110,154 99.6588% 3,057,394 0.3378% 30,950 0.0034%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

股东

104,999,313 101,910,969 97.0587% 3,057,394 2.9118% 30,950 0.0295%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451,385,185 448,680,885 99.4009% 2,673,350 0.5923% 30,950 0.0069%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266,614,626 266,230,582 99.8560% 384,044 0.144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87,198,687 187,198,687 100.0000% - 0.0000% - 0.0000%

3.00

关于接受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计： 107,627,950 94,269,700 87.5885% 12,914,700 11.9994% 443,550 0.4121%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

股东

61,799,313 58,905,579 95.3175% 2,450,184 3.9647% 443,550 0.7177%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5,946,200 4,476,600 75.2851% 1,026,050 17.2556% 443,550 7.4594%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55,897,063 54,472,929 97.4522% 1,424,134 2.5478%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45,784,687 35,320,171 77.1441% 10,464,516 22.8559% - 0.0000%

注：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及胡长青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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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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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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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3,781,17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9月1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1253�号）核准，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光学” 或“公司” ）向社会

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00万股，并于2018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3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8,400万股。公司实施2018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总股本数量由8,400万股增加至10,92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23,781,173股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其转增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21.78%，涉及3名股东，分别为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兴资产” ）、宁波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信息集团” ）和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茂资讯” ），锁定期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于2019年9月1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因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方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8,4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2,520万股），公司总股本数量

由8,400万股增加至10,92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份数量亦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由18,

293,210股增加至23,781,173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宁兴资产、电子信息集团、加茂资讯就股份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予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

归公司所有。

（二）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宁兴资产、 电子信息集团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

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若减持公司股票，在遵守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5%，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若发

行人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方

式将采用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并于减持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收入归公司所有。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股东如减

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披露义务。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永新光学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永新光学本次解除限售股的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所作出的承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永新光学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永新光学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23,781,17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9月10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宁兴资产 11,797,500 10.80% 11,797,500 0

2 电子信息集团 8,258,250 7.56% 8,258,250 0

3 加茂资讯 3,725,423 3.41% 3,725,423 0

合计 23,781,173 21.78% 23,781,173 0

注：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微小差异，系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所致。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1,797,500 -11,797,500 0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4,475,750 -8,258,250 16,217,50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250,000 0 3,250,000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42,376,750 -3,725,423 38,651,32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1,900,000 -23,781,173 58,118,82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27,300,000 +23,781,173 51,081,17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7,300,000 +23,781,173 51,081,173

股份总额 109,200,000 0 109,2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股票代码：

000006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公告编号：

2019-027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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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加由西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委托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高陵分局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竞拍，

于2019年9月3日竞得610126002110GB00002号地块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位置：该宗地位于高陵区泾渭新城陕汽北侧规划路以南、渭华路以西；

二、用地面积：29,605.23㎡；

三、用地性质：居住性用地；

四、主要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不大于2.5，建筑密度不大于20%，绿地率不小于35%，土地使用年限

为70年。 该宗地需按照住宅建筑面积的5%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宗地内住宅实行全装修成品交房。

五、成交地价款：人民币28,971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9-05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土地竞拍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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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南京市通过网上竞买方式，竞得

南京市鼓楼区NO.2019G49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道，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混合），使用权年限为70年。 该地

块规划用地总面积为46,886.55㎡，出让面积为43,707.57㎡，计容建筑面积为122,381㎡，综合容积率

2.8。本次竞买价款为323,000万元，分三期支付，第一期须于2019年9月20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土地成

交价款总额的50%，即161,500万元，其中2019年8月28日缴纳的72,600万元竞买保证金已转为土地

成交价款；第二期须于2019年9月29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土地成交价款总额的30%，即96,900万元；第

三期须于2019年11月29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土地成交价款总额的剩余20%，即64,600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9-028

债券代码：

143500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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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

01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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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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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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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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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公司股东质押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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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接本公司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告知：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大众公用A股股份3,100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5%）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质押期限自2019年8月30日至2020年8月29日

止。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截止2019年8月31日，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555,889,859股（其中：

495,143,859股A股股份、60,746,000股H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合计为18.83%。 本次质押登记

后，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份被质押44,950万股，占其持股数的80.86%，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22%。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此次质押是为融资需要，且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

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本次质押不会存在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后续

如出现平仓风险，该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并及时通知本公司进行

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告知函。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 � � � �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9-077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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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概述

2019年8月5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

子公司委派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委派严丰慕、何灵敏和肖亚军担任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董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

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公告编号：（临）2019-057。

二、变更情况

2019年9月3日，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办理完成董事备案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严丰慕，

并取得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72276474X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环城北路882号

法定代表人：严丰慕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9月22日

营业期限：2000年9月22日至2030年9月21日止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计算机用电感线圈、变压器制造，本公司自产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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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3日

报备文件：

1、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

*ST

步森 公告编号：

2019-063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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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份” ）于2019

年9月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发来的130号监管问询函，函件内容如下：

2019年9月3日，你公司披露了《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显示你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未能按照法定程序正常召开。 我局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事项进行认真自查。

一、我局已于2019年8月29日书面正式约谈你公司所有董事和监事并要求你公司采取必要措施保障

股东大会正常召开，请说明你公司为落实上述监管要求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

二、公告显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名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称参会

前受到公司股东东方恒正有关人员的干扰和压力，导致见证律师无法正常参加此次股东大会见证工作。

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对下列事项进行说明:

(一)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二)请详细说明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节点、相关人物、沟通细节等。

(三)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足以构成履职障碍并解释原因。

三、公告显示，你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择机另行召集股东大会，就相关议案进行审议。 请说明你公司下

一步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及相关计划。

针对上述问题，请你公司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作出明确说明，并于9月6日前报送我局，同时进

行公开披露。我局将对上述事项进行持续关注，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此外，请告知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相关见证律师于2019年9月5日上午9:30到我局进行监管谈话。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30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进展暨诉讼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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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5年7月，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关联方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北大培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大培生” ） 及韩国Iumsol公司共同合作投资发展汉语在线教育平台 （详见公司临

2015-035号公告）。 2019年4月， 公司因上述在线教育业务合同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 ）提起了仲裁申请，并于2019年5月16日收到贸仲委下达的DX20190780号《业务

合同争议案仲裁通知》（详见公司临2019-018号公告）。

2019年8月，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中院” ）发出的（2019）京04民特

416号《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北大培生向四中院提起了诉讼，案由为申请确认仲裁协

议效力，请求确认北大培生与公司于2015年7月签订的《在线教育业务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四中院

已受理该案（详见公司临2019-030号公告）。 同日，仲裁庭根据有关规定决定中止仲裁程序。

二、本次仲裁事项进展暨诉讼结果

2019年9月2日，公司收到四中院发出的（2019）京04民特416号《民事裁定书》，四中院认为：《在

线教育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 ）第十六条

之规定的构成要件，且无《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北大培生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中院依

照《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北大培生的申请，申请费由北大培生负担。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已对上述在线教育业务合同项下的预付款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事项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存在负面影响。 公司将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300109

证券简称：新开源 公告编号：

2019-102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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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19年8月31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并于2019年9月3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全体董事推举王

坚强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后，会议投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审议表决，同意选举

王坚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王坚强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审议表决，同意选同

意选举杨洪波先生、赵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杨洪波先生、赵威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分

别为：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

战略委员会 王坚强 康熙雄、张军政、杨洪波、赵威

提名委员会 康熙雄 吴德军、张军政、周彤、王坚强

审计委员会 吴德军 康熙雄、周彤、王坚强、杨洪波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周彤 康熙雄、吴德军、张军政、杨洪波

公司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请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军政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军政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邢小亮先生、张

德栋先生、任大龙先生、王新梦先生、邹晓文先生、刘丹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请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邢小亮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邢小亮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刘爱民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爱民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燕兰女士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燕兰女士简历请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长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2018年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董事长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当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董事长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2018年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修订了《总经理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当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总经理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王坚强，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任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讲师，

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山西新联友滤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新联谊（天津）国际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3年起任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技术

总监。

王坚强先生，与王东虎先生、杨海江先生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公告日，王坚强先生

持有本公司19,950,177股股份，与本公司其他持有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坚强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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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军政，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先后工作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河南柴油机厂、 山西新联友滤材有限公司；2003年至2005年就读于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工商管理班；2005

年起工作于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副

总经理，现担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张军政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3,049股，张军政先生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东虎先生女

婿，除此外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张军政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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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洪波，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先后在87029部队服役；博爱县

电业局任职；2003年起工作于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

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杨洪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杨洪波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海江先生之子，除此

外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杨洪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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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赵威，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1988年至2007年曾先后任职于抚顺市税务局、抚顺市地

方税务局。 现任抚顺嘉翼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止公告日，赵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2,183股，与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赵天先生为父子关系，

除此外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赵威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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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康熙雄，男，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中共党员。曾任白求恩医科大学三

院实验诊断主治医师、教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检验诊断教授、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断

学系主任、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诊断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人

民卫生出版社《全国诊断学统编教材》第六、七、八版副主编。

康熙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康熙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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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德军，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管理学（会计学）博士。 现任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会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会计学院留学

生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案

例评审专家，香港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等问题，主持

或主研国家级、省厅级、校级等各级课题10余项，先后在《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管理世界》、

《会计研究》、《税务研究》等英文SSCI及国内权威期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吴德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德军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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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周彤，男，1967年生，中国国籍，有美国国家居留权，医学博士。上海善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

始人，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客座教授，美国北卡中美生物科技协会理事长。1991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

（现复旦大学医学院） 本科，1997年获博士学位，1998年瑞典Umea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MPH），

2006年获得美国医师执照资格证书（ECFMG）。 发表英文SCI科技论文30余篇，主编2008英文版的“分

子、临床和环境毒理学” 一书的“毒物基因组学” 一章。“21世纪毒性测试：愿景与策略” 一书中译本编译

及审校者，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彤先生从事生物医药领域科研和企业管理20余年，肿瘤生物治疗、肿

瘤发生机制研究和基因诊断方面专家。 曾任美国Gentris公司总监、Gentris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美国

哈姆纳健康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卡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北卡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美国国立

环境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 上海医科大学副教授等职位。 在美期间曾师从William� Kaufmann教授，与

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ziz� � Scancar教授密切合作，从事DNA损伤修复研究。 与美国北卡州的三角

科技园的学术、企业界及政府相关部门保持长期密切合作，推动最新科技成果在国内的开展和普及。

周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彤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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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邢小亮，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1995年起工作于山

西新联友滤材有限公司；2010年起加入新开源，曾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截止公告日，邢小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邢小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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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德栋，男，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 1991年至今先后工作于河南省博

爱县开源精细化工厂（公司前身）、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一直从事生产管理工

作，曾担任过生产车间主任，研发中心副主任，生产技术部部长，总经理助理，2011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张德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德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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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任大龙，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 2000年至2006年，就职

于北京华美杰润石油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一职；2006年至今，就职武汉呵尔医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

截止公告日，任大龙先生持有本公司6,837,163股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任大龙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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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新梦，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 曾先后在辉瑞制药、双

鹤药业担任销售及市场管理职位，在北京崇博达宏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一职，在中国医学基金会

“百姓安全合理用药专项基金” 任主任一职，现任长沙三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

截止公告日，王新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53,352股，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新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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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邹晓文，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理学学士。曾先后在上海沪晶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及管理职位，在上海火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一职，现任晶能生物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邹晓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33,692股，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邹晓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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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丹，女，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医学学士。 曾先后在杨森，拜耳等全

球知名医药企业任重要管理岗位，有丰富的医药领域市场和销售管理经验。 现任上海新开源精准医疗有

限公司总经理，精准医疗工作室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公司总体协调，公共事务，产品市场定位及营销策

略的制定。

截止公告日，刘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丹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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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爱民，男，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5年至今先后工作于河南省博爱县开

源精细化工厂（公司前身）、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公司一直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曾

担任过公司财务科科长，财务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止公告日，刘爱民先生持有本公司228,876股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爱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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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燕兰，女，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5年3月加入新开源，

2019年2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2015年6月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截止公告日，张燕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燕兰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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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300109

证券简称：新开源 公告编号：

2019-103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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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9月

3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 会议通知于

2019年8月31日以现场送达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全体

监事推选曲云霞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表决，会议选举曲云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监事会主席，任期三

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曲云霞女士简历请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9月3日

附件：

简历

曲云霞，女，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1年至1993年工作于山西铝厂

计控室；1993年至1996年工作于晋城市电子器材有限公司；1999年至2005年， 在山西新联友滤材有限公

司工作；2005年起工作于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截止公告日，曲云霞女士持有公司234,878股，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曲云霞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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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