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1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300720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37

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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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

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108,000,000股

为基数（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626 郑锦康

2 02*****795 郑贻端

3 02*****562 梁俊

4 02*****767 吴桂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3号

咨询联系人：林锦荣、马国鑫

咨询电话：0757-22393588

传真电话：0757-2239356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4、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预付款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050

证券简称

:

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24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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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财政补贴的基本情况

近日，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石家庄市财政局、石家

庄市科学技术局下发的 《关于下达2020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项资金的通知》（石财教

[2019]12号）、 收到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 《关于印发河北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

知》（冀政[2011]82号），公司获得石家庄市鹿泉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拨付的支持

“河北省智能配用电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 专项补贴100万元;获得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拨付的“2018年河北省政府质量奖”专项奖励50万元。 目前，上述补贴150万元已到账。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确保该项补贴资金专款专用， 尽快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 《企业会计准

则———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其中80万元计入当期损益；70万元用于购买相关设备确认

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设备使用寿命内分摊计入损益。 上述收到的财政补贴将对公司2020

年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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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项资金仅

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2）。

截止2020年5月25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亿元全部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按规定取得了募集资金专用资金账户的证明材料，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财务顾

问主办人。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股票简称：新金路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20-31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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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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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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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5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3层公司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江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59,275,2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4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0,167,9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65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9,107,3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0,668,4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3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561,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3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9,107,3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50％。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1、《公司2019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8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839％；反对2,290,1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78％；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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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7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456％；反对2,29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3％；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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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8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839％；反对2,290,1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78％；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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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7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456％；反对2,29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3％；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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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8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839％；反对2,290,1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78％；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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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7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456％；反对2,29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3％；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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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410％；反对2,19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06％；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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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66,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8426％；反对2,199,0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702％；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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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410％；反对2,19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06％；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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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66,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8426％；反对2,199,0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702％；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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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410％；反对2,19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06％；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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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66,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8426％；反对2,199,0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702％；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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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49,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633％；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584％；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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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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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128％；反对1,606,9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8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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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58,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7733％；反对1,606,9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396％；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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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关于公司董事局换届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逐项审议）

9.01、《关于选举刘江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312,4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728％；反对8,860,8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5632％；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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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05,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7751％；反对8,860,8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892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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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02、《关于选举彭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21,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56％；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4％；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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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81％；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89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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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03、《关于选举刘祥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21,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56％；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4％；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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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81％；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89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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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04、《关于选举董剑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21,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56％；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4％；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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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81％；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89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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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05、《关于选举成景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21,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56％；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4％；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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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81％；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89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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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06、《关于选举张宏武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78,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94％；反对7,894,5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565％；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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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71,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9259％；反对7,894,5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415％；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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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关于公司董事局换届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逐项审议）

10.01、《关于选举张宗俊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19,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41％；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1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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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2,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06％；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96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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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02、《关于选举张奉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19,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41％；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1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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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2,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06％；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96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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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03、《关于选举叶玉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19,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41％；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1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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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2,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06％；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96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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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1.《关于公司监事局换届暨选举第十一届监事局非职工监事的议案》（逐项审议）

11.01、《关于选举黄钧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局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19,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41％；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1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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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2,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06％；反对8,954,2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968％；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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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1.02、《关于选举刘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局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21,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56％；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4％；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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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81％；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89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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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1.03、《关于选举袁琳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局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21,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56％；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4％；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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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781％；反对8,95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893％；弃权1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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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6％。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2、《关于调整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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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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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公司关联股东刘江东、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提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其他无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13、《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49,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633％；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584％；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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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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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4、《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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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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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公司关联股东刘江东、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提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其他无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1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49,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633％；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584％；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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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42,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90％；反对2,32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39％；弃权4,90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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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71％。

（2）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6、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骏 李星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新金路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20-32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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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局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

11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25日，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

一期21栋22层公司中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局主席列席了本次会

议，经董事推选，会议由公司董事刘江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刘江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局董事长，任期自董事局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董事局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工作规

则》、《公司董事局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等规定，经审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组成如下：

（一）公司董事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江东

成员：彭朗、董剑锋、成景豪、叶玉盛

（二）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奉军

成员：彭朗、董剑锋、张宗俊、叶玉盛

（三）公司董事局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宗俊

成员：刘祥彬、张宏武、张奉军、叶玉盛

上述董事局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任期一致。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刘江东先生提名，经审议，聘彭朗先生为公司总

裁，任期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裁彭朗先生提名，经审议，聘刘祥彬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裁，聘成景豪先生、侯晓勤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聘张振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聘王志国先生

为公司总裁助理。 上述聘任人员任期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刘江东先生提名，经审议，聘侯晓勤女士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秘书，任期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侯晓勤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区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2-23层

电话:0838-2207936

电子信箱:hxq199@163.com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董事局同意聘廖荣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

司董事局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廖荣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区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2-23层

电话:0838-2301092

电子信箱:lrong1984@163.com

公司董事局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及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职业经历

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 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认为：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名程

序、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予以审议聘任。 独立董事认为：聘任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聘任程

序合法、有效，上述聘任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相关职责。

上述聘任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

刘江东先生简历

刘江东，男，汉族，197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1993年至1996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54军

127师380团，并在服役期间参加函授法律专科学习；2005年至2009年，在达州市从事煤炭贸易工作；曾在

四川大学商学院EDP培训中心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学习；历任达州市达县胜利煤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四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四川东芮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止日前，刘江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79,528,4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5%，通过其一致行

动人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49,078,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128,606,7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1%。 刘江东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彭朗先生简历

彭朗，男，汉族，1969年2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德阳市农药厂劳资教育科

副科长、科长；金路集团公司宣传科干事、团委委员、总经理办公室秘书、董事会办公室秘书、董事会秘书

处副主任、公司授权代表、董事局办公室主任等，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局秘书兼董事局办公室

主任；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总裁助理兼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秘书；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副总裁、常务

副总裁；公司党委书记、第九届董事局董事、常务副总裁；公司党委书记、第十届董事局董事、总裁。现任本

公司党委书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总裁。

截止日前，彭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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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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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刘祥彬先生简历

刘祥彬，男，汉族，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3年至1996�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54军

127师380团，并在服役期间参加函授法律专科学习；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系；

曾任贵州博瑞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洛克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董事、副总裁，第十届董事局董事、常务副总裁。现任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公司常务副总裁、四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监事、重庆市璧山区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

截止日前，刘祥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江东先生下属控股公司四

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监事，除此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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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成景豪先生简历

成景豪，男，汉族，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证券、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历任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

师、高级分析师，重庆汇丰智力产业组织发展中心经理，重庆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发展部部长；重庆

中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投资管理部部长；四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局秘书、总裁助理、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公司副总裁。

截止日前，成景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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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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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侯晓勤女士简历

侯晓勤，女，汉族，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部

长、证券事务经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融资、资本运作负责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秘书、副总裁。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秘书、公司

副总裁。

截止日前，侯晓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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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张振亚先生简历

张振亚，男，汉族，1989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四川德胜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部长助理，

贵州德佳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四川德胜集团攀枝花煤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攀枝花德瑞欣矿业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

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止日前，张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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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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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王志国先生简历

王志国，男，汉族，195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1977年12月参加

工作，历任川树厂汽车运输公司副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川树厂电石分厂厂长、书记，德阳电化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总经理，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现

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截止日前，王志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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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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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廖荣先生简历

廖荣，男，汉族，1984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经济师。 历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公司第九届、第十届监事局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局职工

监事、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局办公室主任。

截止目前，廖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廖

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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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第一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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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第一次监事局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1日发出，会议于2020

年5月25日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2层公司小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5名，实到5名，经监事推选，会议由公司监事黄钧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局主席的议案》，会议一致选举黄钧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局主席（黄钧先生简历附后），任期

自监事局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

黄钧先生简历

黄钧，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高中文化，中共党员。 历任达州市矿业公司副科长、科长、副经理，达

州市兴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四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党总

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现任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局主席。

截至目前，黄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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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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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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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了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并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接受昌春玲女士

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同时选举马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新任非职工监

事。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马丽芬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马丽芬女士（简历附后）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新

任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6日

附：马丽芬女士简历

马丽芬，女， 197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 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曾任职于中国服装集团公司财务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财会部、财务管理

部 。现任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江西中农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监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