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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488

证券简称：展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05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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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广发资管旭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旭利1号” ）、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双季红2号” ）、首创证券创陆1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创陆14号”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旭利1号4,000万元，双季红2号4,000万元，创陆14号7,000万元

●委托理财期限：旭利1号：2020年01月09日至2020年6月18日，共计161天。 双季红2号：2020年01月21日至2020年7

月21日，共计182天。 创陆14号：2020年02月11日至2020年08月11号，共计182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5月8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执行，授

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全部为自有流动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展 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产品

广发资管旭利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4,000 4.60% 161天

浮动

收益

型

否

展 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产品

招商智远瑞丰双季

红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000 4.50% 182天

浮动

收益

型

否

展 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券商理财

产品

首创证券创陆14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00 5.20% 182天

浮动

收益

型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安排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预估和预测，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

好的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广发资管旭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产品成立日：2020-01-09

（2）产品到期日：2020-06-18

（3）产品签署日：2020-01-09

（4）理财本金：4000万

（5）预计年化收益率：4.60%

（6）支付方式：按期付息，赎回还本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无

（8）理财业务管理费：0.3%

2、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产品成立日：2020-01-21

（2）产品到期日：2020-07-21

（3）产品签署日：2020-01-09

（4）理财本金：4000万元

（5）预计年化收益率：4.50%

（6）支付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无

（8）理财业务管理费：0.23%

3、首创证券创陆1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产品成立日：2020-02-11

（2）产品到期日：2020-08-11

（3）产品签署日：2020-02-10

（4）理财本金：7000万元

（5）预计年化收益率：5.20%

（6）支付方式：按期付息，赎回还本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无

（8）理财业务管理费：1%每年（按前一自然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广发资管旭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投资于在国内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依法发行的债券、 资产支持证券 （含

ABN）、证券回购、货币市场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含QDII债券型基金、香港互认基金的债券型基金）、银行存款、同业存

单、现金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计划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其中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

券）、中期票据、PPN等信用债的主体、债项或担保方信用等级评级不低于AA，短期融资券债项评级不低于A-1。

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议存

款、同业存款等各类存款）、同业存单、国债、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各类金融债券（含次级债、混合资本债）、企业债券、

公司债券（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可转债、可交换债、国债期货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

品种。

首创证券创陆1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中高等级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为主要投资对象，在严格控制风险

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

（三）风险控制分析

1、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

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是否 为

本次 交

易专设

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2014-01-04 孔维成 100,000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否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15-04-03 邓晓力 100,000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否

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2-03 毕劲松 65,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

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北京首都创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否

（二）受托方经营情况

1、受托方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时间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6月

资产总额 352,348.89 460,875.30 522,771.47 571,170.22

资产净额 297,718.71 401,026.85 474,890.80 525,550.10

营业收入 202,978.14 215,547.41 165,676.19 88,733.24

净利润 101,601.71 110,524.05 88,863.95 50,659.30

2、受托方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时间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9月

资产总额 236,397.41 309,843.86 398,127.09 426,446.39

资产净额 207,743.45 276,113.12 342,922.96 393,934.36

营业收入 109,816.29 113,308.31 122,611.44 77,987.82

净利润 62,701.66 71,836.78 66,809.84 50,957.43

3、受托方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时间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6月

资产总额 192.12 188.67 188.52 201.55

资产净额 36.90 39.14 40.95 43.16

营业收入 11.02 9.31 8.17 6.21

净利润 4.28 3.15 1.86 2.25

（三）以上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董事会已对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受托人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月1日-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月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6,394 93,482

负债总额 10,717 9,928

资产净额 85,677 83,5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4,761 3,094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1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02%，不会对

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理财产品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以上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所以并不能保证本金和理财收益。 同时，也可能面临市场利率风

险、政策调整风险、流动性风险、受托方违约风险等，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购买委托理财履行了内部审

核的程序，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要求，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

的要求。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 于2019年5月8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执行，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理财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

类型

受托方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 兴业银行 1000 1000 38,534.45

2 银行理财 中国银行 1000 1000 20,547.96

3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800 800 32,113.17

4 银行理财 农业银行 800 800 25,100.06

5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4200 4200 138,133.33

6 银行理财 中国银行 500 500 69,643.91

7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1000 1000 与（12#）一起核算

8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1000 1000 213,273.86

9 银行理财 兴业银行 1500 1500 与（13#）一起核算

10 券商理财 广发资管 8000 8000 1,967,561.64

11 券商理财 广发资管 4000 4000 530,958.90

12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4000 4000 162,176.08

13 银行理财 兴业银行 3000 3000 173,278.65

14 券商理财 国泰君安资管 500 500

15 券商理财 首创证券 4500 4500 545,922.50

16 券商理财 国泰君安资管 3000 3000 847,953.21

17 券商理财 首创证券 2500 2500

18 券商理财 首创证券 4000 4000 636,463.89

19 券商理财 首创证券 3000 3000

20 券商理财 广发资管 4000 4000

21 券商理财 招商资管 4000 4000

22 券商理财 首创证券 7000 7000

23 银行理财 建设银行 1800 1800 347,769.86

24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1900 1900 390,352.90

25 银行理财 浦发银行 2000 2000

合计 69000 46000 6,139,478.37 2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2000

总理财额度 45000

特此公告。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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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邹鹏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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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高管邹鹏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票计划告

知函》的通知，邹鹏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3,323,3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6%，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至2020年7月30日（窗口期不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上述股份减

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所持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邹鹏 副董事长、总裁 23,323,373 11.66%

合计 — 23,323,373 11.6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4、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2020年7月30日（窗口期不减持）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邹鹏 2,000,000 1%

合计 2,000,000 1%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上述股份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邹鹏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做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于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任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本人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

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6年6月22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2、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本人将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关于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

股价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人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并

将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关于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

案》中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增持发行人股票的各项义务。

3、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遵守股份锁定期限；锁定期届满后，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2）减持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价格。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4）减持期限与减持数量。 在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15%；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

（5）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若仍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

易所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①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的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6个月内不得减持。 ③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④若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将在

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除上述承诺外，不存在后续追加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等情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邹鹏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意向、

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邹鹏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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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未出现上述规则所涉及的

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邹鹏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公司股票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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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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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募集资金）、2000万元（自有资金）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30天、无固定期限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2月7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日常运营发展的前提

下，分别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招商银行” ）的理财产品和以自有资金购买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华夏银行” ），主要是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金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资金分别来自于公司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流动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448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12.51元，募集资

金总额25,645.5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2,192.9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并经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8月21日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第01570006号《验资报告》。

截止2019年12月3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645.50

减：发行费用 3,452.55

减：累计已投入募投项目 17,422.68

减：购买理财产品 0

加：理财产品收益 676.1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216.88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5,663.29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招商银行

银行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挂

钩黄金三层

区间一个月

结构性存款

5000 1.15%/3.35%/3.55% 13.77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0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适用 1.15%/3.35%/3.55% 13.77 否

2.自有资金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华夏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步步增盈安心版

理财产品

2000 3%-3.9%

因期限不固定，暂时

无法预计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无固定期限 浮动收益 不适用 3%-3.9%

因期限不固定，

暂时无法预计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对于本次购买的相关理财产品，已充分认识并评估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

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募集资金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公司认购金额 人民币5000万元

产品期限 30天

起息日 2020年2月11日

到期日 2020年3月12日

观察日 2020年3月9日

挂钩标的

期初价格：指存款起息日当日彭博终端 BFIX�界面公布的北京时间 14:00�的 XAU/USD�

定盘价格。

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指存款观察日当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发布的下午定盘价。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

交易杠杆倍数 不适用

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不提供申购和赎回，到期赎回

相关费率 无

支付方式 通过网上银行办理认购、申购和赎回交易

担保 不要求提供担保

收益确定方式

存款利息根据所挂钩的黄金价格表现来确定。

到 期 观 察 日 是 指 到 期 日 前 第 二 个 伦 敦 工 作 日 ， 即 2020/3/9�。 第一重波

动区间是指黄金价格从“期初价格-240�美元”至“期初价格+80�美元”的区间范围

（不含边界）。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未能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 3.35%

（年化）；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实际存款天

数÷365

实际存款天数是指存款起息日（含当日）至到期日（不含当日）期间的天数；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上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 3.55%

（年化）；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实际存款天

数÷365；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下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 1.15%

（年化）；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实际存款天

数÷365

实际存款天数是指存款起息日（含当日）至到期日（不含当日）期间的天数

2.自有资金

产品名称 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品

公司认购金额 人民币2000万元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公司根据需要可随时赎回，之前收益不受影响

起息日 2020年2月11日

产品类型 低风险

交易杠杆倍数 不适用

流动性安排 本产品只能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赎回，不能随时变现。

相关费率 销售手续费0.3%，托管费率0.03%

投资范围

主要投资货币市场类资产、债券市场类资产、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及其他符

合监管要求的资产或资产组合。

支付方式 通过网上银行办理认购、申购和赎回交易

担保 不要求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本金保障型，期限短，符合募集资金理财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

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公司已提前对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规划，因此不会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建设。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1.募集资金:招商银行在存款到期日向公司支付全部人民币本金，存款利息与黄金价格水平挂钩。

2.自有资金：主要是投向华夏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购买的两款理财产品分别属于本金保障型型和低风险型，期限较短，且对相关风险进行了评估，认为风险可

控。 公司财务部后续也将负责对购买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等进行分析，并加强监督。 如后期发现可能存在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公司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来自于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两家银行均为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141,409,701.02 1,330,611,638.65

2 负债总额 489,888,909.10 615,970,500.76

3 归母净资产 651,319,438.78 714,249,443.22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6,075,671.83 97,256,435.71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为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42.6%。 上述理财产品属于

本金保障型和低风险型，期限短，短期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和公司日常运营发展的正常进行，因此不会对未来主营业务、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最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招商银行的理财产品属于本金保障型，但利息收益取决于所挂钩黄金价格水平的变化，因此利息收益高

低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购买的华夏银行的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所以并不能保证本金和理财收益。同时，也可能面临市场利

率风险、政策调整风险、流动性风险、受托方违约风险等，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6,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为：除将以通知存款、协定存

款、定期存款或结构性存款等方式存放以备随时使用（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情况而定）外，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

的的理财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由公司及子公

司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用于委托理财的闲置自有资金的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人民币4亿元，择机购买收益高、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

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低风险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并经公

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授权期

内，资金可由公司及子公司滚动使用。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1.自有资金理财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

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0 23,000.00 164.62 7,000.00

2 券商理财产品 43,000.00 43,000.00 397.69 -

合计 73,000.00 66,000.00 562.31 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7,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2.0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3,0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00

2、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9,000.00 24,000.00 70.16 5,000.00

2 券商理财产品 15,500.00 15,500.00 18.99 -

合计 44,500.00 39,500.00 89.15 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3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0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

2020-017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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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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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2月11日下午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1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11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栋梁路1688号,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姜全州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6,239,793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19.428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46,042,393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19.345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东人数12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97,4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829%。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

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296,433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0.544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姜全州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浙

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

了以下决议：

1、《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6,115,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8%，

反对12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71,9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67%，

反对12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关于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63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2020-002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2月10日在公司东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9人，本次会议由吴福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议的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支持抗击新冠疫情防控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

详细内容见临2020-003号公告）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密切

关注疫情发展情况，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组，做好公司疫情防控及生产经营工作。 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公司董事会决定：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向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捐

赠现金200万元，医用防护物资86万元，由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063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2020-003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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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事项概述

1、捐赠基本情况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密切

关注疫情发展情况，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组，做好公司疫情防控及生产经营工作。 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公司董事会决定：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向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捐

赠现金200万元，医用防护物资86万元，由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2月10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经全体董事充分讨论，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支持抗击新冠疫情防控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捐赠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

审批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捐赠事项系公司为了更好地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

公司将持续关注疫情防控工作及对外捐赠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13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减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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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30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披露了《公司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先生计

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21,179,03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3.0000%）（注1：2019年11月29日公司总股本为705,967,762股）。

公司现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先生及其关联人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告知函》，截止2020年2月11日，梁桂

秋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为4,628,52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27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为3,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66%，；关联人梁俊华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数量累计为13,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18%（注2：2020年2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737,793,193股），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梁桂秋

集中竞价

2020.1.21 5.08 1,927,352 0.2612

2020.1.22 5.05 481,000 0.0652

2020.1.23 5.18 1,200,000 0.1626

2020.2.5 7.04 32,300 0.0044

2020.2.10 7.73 202,000 0.0274

2020.2.11 7.35 785,900 0.1065

小计 ——— ——— 4,628,552 0.6274

梁俊华

集中竞价 2020.2.10 7.97 13,000 0.0018

小计 ——— ——— 13,000 0.0018

梁桂秋

大宗交易 2020.2.5 5.89 3,000,000 0.4066

小计 ——— ——— 3,000,000 0.4066

合计 ——— ——— 7,641,552 1.0357

注3：梁桂秋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参与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送转的股份；梁

俊华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及参与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送转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梁桂秋

合计持有股份 279,397,980 37.8694 271,769,428 36.83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162,867 9.1032 59,534,315 8.06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2,235,113 28.7662 212,235,113 28.7662

梁俊华

合计持有股份 158,050 0.0214 145,050 0.01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8,050 0.0214 145,050 0.01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4：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代码“128053” ）于2019年8月21日进入转股期，公司总股本随

尚荣转债转股而发生变动， 本公告中所涉及相关比例均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 （按照公司2020年2月10日的股本计

算）；

注5、如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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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本次减持前，梁桂秋先生未在

相关文件中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梁桂秋先生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梁桂秋先生、梁俊华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12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20-012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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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持

股5%以上股东李玲女士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83,464,5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3.95%），其中集中竞价减持不

超过40,640,417股，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1,280,835股，协议转让不超过161,543,314股。

2019年11月7日、2019年11月12日， 公司披露了李玲女士由于操作失误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及上缴短线交易收益的

公告，2020年1月22日，公司披露了李玲女士减持时间过半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2020年2月11日，公司收到李玲女士出具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书》，截至2020年2月10日，李玲女士

本次减持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过半。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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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李玲

集中竞价 2019年10月31日 12.159 517,300 0.0255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日 12.360 1,550,000 0.0763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4日 12.475 5,150,000 0.2534

集中竞价（买入） 2019年11月5日 12.467 -50,000 -0.0025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5日 12.470 100,000 0.0049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6日 12.668 921,000 0.0453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7日 12.436 7,147,600 0.3517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8日 12.672 700,000 0.0344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4日 12.350 100,000 0.0049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5日 12.315 176,200 0.0087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8日 12.519 2,457,300 0.1209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9日 12.683 600,000 0.0295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20日 12.808 750,000 0.0369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22日 13.175 200,800 0.0099

集中竞价 2020年2月10日 16.027 451,300 0.0222

集中竞价合计 20,771,500 1.0222

大宗交易 2019年12月16日 12.220 2,934,000 0.1444

大宗交易 2019年12月19日 12.830 2,000,000 0.0984

大宗交易 2019年12月20日 13.030 1,700,000 0.0837

大宗交易 2019年12月23日 13.500 2,000,000 0.0984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3日 14.930 1,690,000 0.0832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9日 14.440 2,000,000 0.0984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14日 16.030 2,000,000 0.0984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15日 16.120 1,240,000 0.0610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20日 15.930 350,000 0.0172

大宗交易合计 15,914,000 0.7832

合计 36,685,500 1.8054

注：表中数据尾数不一致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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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玲

合计持有股份 283,464,566 13.9499 246,779,066 12.144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3,464,566 13.9499 246,779,066 12.14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李玲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截至2020年2月10日，李玲女士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差异，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李玲女士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李玲女士《非公开发行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

:

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2020-00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进展的公告

董事长车成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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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的通知，承诺自

2019年9月4日首次增持起未来六个月内拟增持本公司股票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0,000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5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9年9月4日至今，车成聚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7,045,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7%，合计增持金额51,019,439.96元（不含手续费），超过上述增持

计划最低承诺金额。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内容

1、增持人：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3、增持金额：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0,000万元。

4、资金来源：车成聚先生个人自有资金。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

增持。

6、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期限：自承诺首次增持日起六个月内（即2019年9月4日至2020年3月4日）。

7、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项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8、本次增持实施完成后，不排除继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 届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本次增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共计7,045,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7%），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51,019,439.96元（不

含手续费）。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增持日期

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

方式

持股数量

（股）

增持比

例（%）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金额（元）

车成聚 董事长

2019年9月4日

集中

竞价

1,474,466 0.083 7.10 10,468,438

2019年9月6日 1,290,000 0.073 7.23 9,325,105

2019年9月11日 300,000 0.017 7.38 2,213,000

2019年9月12日 1,763,600 0.099 7.43 13,097,892

2019年9月16日 1,632,500 0.092 7.47 12,190,243

2020年2月10日 585,344 0.033 6.36 3,724,761.96

合计 - - - 7,045,910 0.397 - 51,019,439.96

2、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车成聚 董事长 集中竞价 48,011,567 2.70% 55,057,477 3.10%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的实施不会影响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增持计划人车成聚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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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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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2月11日召开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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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9:30� ~� 11:30、13:00�

~�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11日9:15� ~� 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谭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共11人， 代表股份214,273,817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4.3696%。 其中出席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 代表股份193,453,316股， 占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

28.48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5,220,94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8684%）；出席本次会

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为20,820,501股，占本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10.4031%。 出席本次会议

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股

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8人，代表股份25,169,707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8626%。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长谭侃先生主持， 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4,273,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3,272,8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328%；

反对1,000,9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467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3,881,7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170%；

反对392,0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83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