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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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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1顾家大厦一楼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358,7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8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顾江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其中冯晓女士、何美云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褚礼军先生、陈君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邦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57,376 99.9964 1,400 0.003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及

董事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

的议案

22,907,276 99.9939 1,400 0.006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顾家集团有限公司、TB� Home� Limited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黄忠兰、王锦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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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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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或“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顾家转债” ）10,973,100张，发行总金额109,731.00万元。 其中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的资产管理产品于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17日期间，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购买顾家转债2,743,270张，占发行总量的25.00%。

2020年6月5日，公司接到海通证券通知，海通证券的资产管理产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

计转让顾家转债1,097,310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持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发

行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后持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占

发行总量比例

海通海蓝宝益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50 0.001% 150 0 0.000%

海通投融宝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659,390 6.009% 110,540 548,850 5.002%

海通海蓝量化增强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097,110 9.998% 0 1,097,110 9.998%

海通海丰10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22,970 4.766% 522,970 0 0.000%

海通海丰10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463,650 4.225% 463,650 0 0.000%

合计 2,743,270 25.000% 1,097,310 1,645,960 15.000%

上述持有人海通海蓝宝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海通投融宝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海通海蓝量化增

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海通海丰10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海通海丰10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持有比例合并计算。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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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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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8,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在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未满前，若因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需要使用募集资金时，公司将使用流动资金归还，

确保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需要。 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归还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实施后续归还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编号：2019-087）。

2020年6月5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1,000万元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500万元（含本次），其余用于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5,500万元募集资金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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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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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报告》，公司预计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6亿，且经审计

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2020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截至目前，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星光” ）三年业绩承诺期已结束，相关审

计工作尚未完成，预计补偿金额较大，存在业绩承诺补偿方无法按期足额补偿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收到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之一Sino� Jasper� Holding� Ltd.

(BVI)（以下简称“Sino� Jasper” ）返还的定金总计9,750,321.88美元，剩余28,108,678.12美元定金尚

未返还。自2020年以来，交易对方未按《承诺函》中的约定履行其还款义务。目前公司正与交易对方就上

述事项积极沟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亦将立即启动Kellwood项目定金追讨的相关法律程序，在公司

尚未实际收到交易对方返还的全部定金之前，定金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客观存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全资孙公司商赢盛世电商公司已收到杭州昆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的

购房款人民币47,074,640.00元，剩余购房款共计人民币163,000,000.00元未返还。 在公司尚未实际收

到交易对方返还的全部款项之前，已付购房款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客观存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019年10月12日，公司收到汇丰银行发来的《催款函》，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及其下属

公司偿还全部贷款，折合人民币总计为250,640,196.08元。 同时，要求公司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义务立

即偿付债务。上述事项可能会导致资金融出方汇丰银行向环球星光、Star� Ace公司、Orient� Gate公司和

Star� Property公司及公司提起诉讼，并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连续3个交易日

日均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生产经营情况

由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境外子公司经营受到较大冲击，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在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子公司已全部停工，相关业务的开展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 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

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 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股票交易价格波动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环球星光三年业绩承诺期已结束，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完成，预计补偿金额较大，存在业

绩承诺补偿方无法按期足额补偿的风险。

2、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之一Sino� Jasper返还的定金总计9,750,

321.88美元，剩余28,108,678.12美元定金尚未返还。 自2020年以来，交易对方未按《承诺函》中的约定

履行其还款义务。 目前公司正与交易对方就上述事项积极沟通，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亦将立即启动

Kellwood项目定金追讨的相关法律程序，在公司尚未实际收到交易对方返还的全部定金之前，定金无

法全额收回的风险客观存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孙公司商赢盛世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盛世电商公司” ）

已收到杭州昆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的购房款人民币47,074,640.00元， 剩余购房款共计人民币

163,000,000.00元未返还。 根据中级人民法院向商赢盛世电商公司送达的《受理通知书》，中级人民法

院就上述诉讼事项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 由于中级人民法院迟迟未向公司确认目前的诉讼状态，公

司拟重启对杭州昆润公司追讨购房款的相关诉讼程序。 在公司尚未实际收到交易对方返还的全部款项

之前，已付购房款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客观存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2019年10月12日，公司收到汇丰银行发来的《催款函》，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及其下属

公司偿还全部贷款,折合人民币总计为250,640,196.08元。 同时，要求公司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义务立

即偿付债务。上述事项可能会导致资金融出方汇丰银行向环球星光以及环球星光全资子公司Star� Ace�

Asia� Limited、Orient� Gate� Enterprise� Limited和Star� Property� HK� Limited及公司提起诉讼，并

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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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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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董事柴宏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柴宏杰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柴宏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柴宏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柴宏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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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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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6月2�日以传真

加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2020年6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

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大会认真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根据其生产

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将向山西太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总额为5,880万元人民币

的贷款。 公司将为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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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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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广誉远” ）

担保金额：5,880万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和安康广誉远药业有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

63,000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根据其生产经营和业务发

展的需要，拟向山西太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太谷农商行” ）申请总额为5,

88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公司拟为山西广誉远向太谷农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12个月，自山西

广誉远与银行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

公司拟为山西广誉远本次向太谷农商行申请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审议程序

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亦对此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由于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4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广誉远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4,532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02月25日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中药饮片生产、加工、销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化妆品及日用品经营，货物进

出口，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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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56,818.66 341,831.84

负债总额 171,107.40 159,547.8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500.00 17,342.78

流动负债总额 169,380.18 157,765.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442.45 187,809.67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2,501.47 121,295.18

净利润 3,632.77 18,717.54

山西广誉远2020年3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19年度财务报告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20】京A215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关系

山西广誉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96.03%

山西晋中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97%

合计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与银行协商确定，公

司就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审议意见

山西广誉远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其

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以及降低融资成本，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进而促进公司整体经营运作

的良性发展。 经对山西广誉远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后，公

司认为山西广誉远具有清偿能力，为其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号）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山西广誉远本次向太谷农商行申请贷款5,88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并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以银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为提高融资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选民、武滨、王斌全对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以及降低

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2、山西广誉远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资信状况均良好，具有清偿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为其担保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2003]56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制

度》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3、我们同意公司为山西广誉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63,000 -

担保总额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26.73% -

担保余额 52,150 -

担保余额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22.13% -

逾期担保数量 - -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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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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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甲36号曙光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5,993,4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各位董事推举徐文超董事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李国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董事徐志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董

事陈磊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尹雨立因个人原因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徐文超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翁启南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61,485 99.9921 32,000 0.0079 0 0.0000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61,485 99.9921 32,000 0.0079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61,485 99.9921 32,000 0.0079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定价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34,762 99.9855 58,723 0.0145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原则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14,742 99.9806 63,136 0.0155 15,607 0.0039

2.07、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14,742 99.9806 78,743 0.0194 0 0.0000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32,000 0.0078 11,116 0.0029

2.09、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2.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34,762 99.9855 58,723 0.014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950,369 99.9893 43,116 0.010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89,558,064 99.9642 32,000 0.0358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89,558,064 99.9642 32,000 0.0358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89,558,064 99.9642 32,000 0.0358 0 0.0000

2.03 定价对象及认购方式 89,531,341 99.9344 58,723 0.0656 0 0.0000

2.04 发行数量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2.05 发行原则及发行价格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2.06 限售期 89,511,321 99.9121 63,136 0.0704 15,607 0.0175

2.07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89,511,321 99.9121 78,743 0.0879 0 0.0000

2.08 上市地点 89,546,948 99.9518 32,000 0.0357 11,116 0.0125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

议有效期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2.10 募集资金用途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的承诺的议案

89,531,341 99.9344 58,723 0.0656 0 0.0000

7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0-2022年） 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89,546,948 99.9518 43,116 0.048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车千里、田雅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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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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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6月2日以

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6月5日以传签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

际表决9名，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开挂牌转让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1%股权挂牌价格的

议案》

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1%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股权评估

价值，即不低于6,539.694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渤海汽车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滨州轻量化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渤海汽车关于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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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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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6月2日以书

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6月5日以传签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

决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滨州轻量化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是基于当前外部市场环境，结合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际实施进展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主要

投资内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和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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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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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

司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博海小贷” ）51%股权， 挂牌价格不低于6,

539.6949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由于目前交易对方尚不确定，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 成交价格以最终实际摘牌价格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概述

2019年2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2020年4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预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目前，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博海小贷51%股权，挂牌价格不低

于6,539.6949万元，最终成交价格以实际摘牌价格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6月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4年3月7日

法定代表人：林风华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315号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博海小贷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苏立民持股15%、付金华持股13.5%、秦

有志持股9%、田成营持股7%、穆新春持股1.8%、李琳铭持股1.8%、周拥军持股0.9%。

经营范围：在滨州市市区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开展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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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12月31日，博海小贷资产总计11,771.52万元，负债总计285.70万元，净资产11，485.82万元。

2019年度营业收入1,502.09万元，净利润399.93万元。

2020年3月31日，博海小贷资产总计12,077.71万元，负债总计291.52万元，净资产11,786.19万元。

2020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333.86万元，净利润300.37万元。

其中2019年度数据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3．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健兴

业” ）对博海小贷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1337号）。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对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根据备案后的评估结果，以2019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博海小贷净资

产11,546.7119万元。 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后的博海小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2,822.9311万元，评估增

值1,276.2192万元，增值率11.05%。 博海小贷51%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6,539.6949万元。

三、本次转让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博海小贷51%股权， 根据备案后的

评估结果，本次挂牌价格不低于6,539.6949万元。 目前交易对方尚未确定，最终成交价格以实际摘牌价

格为准。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上述股权挂牌转让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挂牌价格、签署相关

协议、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聚焦核心业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本次挂牌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博海小贷股份，本次转让对公司本年度利润所产生的影响需根

据实际成交价格确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后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渤海汽车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1337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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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进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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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滨州轻量化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

曲轴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

司向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2951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

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8,891,316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8.96元。

截至2016年12月26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8,891,316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692,466,191.36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33,600,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0,366,

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48,500,191.36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6)第 SD03-0017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投资滨州发动机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 ）的金额为118,911.40万元。

注：2017年10月30日，公司名称由“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渤海汽车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

2017年5月18日，全资子公司海纳川（滨州）轻量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轻量化” ）

名称由“海纳川（滨州）发动机部件有限公司” 变更为“海纳川（滨州）轻量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投资以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本次配套资金投资额

1

滨州发动机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

建设项目

137,941.00 118,911.40

2 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11,030.00 11,030.00

3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34,908.62 34,908.62

合计 183,879.62 164,850.02

三、募集资金用于本项目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项目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本次配套资金投资

额

截至2019年末累

计投资额

截至2019年末投资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滨州发动机年产25万套汽车发

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

118,911.40 61,716.73 51.90% 2020年6月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原因及影响

（一）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前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滨州轻量化，致力于建设年产25万台套的缸体、缸盖铸造生产线，缸体、缸盖粗加

工生产线，缸体、缸盖半精加工、精加工生产线和年产25万根曲轴生产线。

（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原因

2018年全国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出现28年来首次负增长，基于当时严竣的市场形势，公司决定对部分

原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予以推迟放缓，并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滨州轻量化年产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将该项目

全面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的2019年6月30日前调整至2020年6月30日前。

2019年，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行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

大， 国内汽车产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在2018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

据，2019年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

销量降幅比2018年分别扩大3.3和5.4个百分点。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冲击全球汽车供应链，国

内汽车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影响，预计2020年国内汽车市场整体仍将面临较大压力。

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效利用资金，2019年以来，公司管理层密切关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趋

势和行业变化格局，谨慎推进项目建设，控制投资节奏，优先考虑关键设备，避免给当期生产运营造成过

大的压力。 基于上述原因， 截至2019年底， 滨州轻量化对本项目累计投资61,716.73万元， 投资进度

51.90%，项目投资进度晚于计划。

基于上述对汽车行业市场形势的判断，以及生产线建设进度控制，公司决定调整本项目实施进度，

将项目全面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的2020年6月30日前延期至2021年12月31日前。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调整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未调整项目的

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项目延期不会

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形势，积极稳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不涉及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主要投资内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是基于当前外部市场环境，结合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际实施进展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主要

投资内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和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部分募集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是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该项目实施进度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主要投

资内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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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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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限

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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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904,812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6月1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016年12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51

号），核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 ）向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川” ）发行219,038,871股股份、向诺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科技” ）发行17,865,94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202,690,562股股份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6年12月14日，公司向海纳川、诺德科技非公开发行的合计236,904,812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限售期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19,038,871 36个月

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65,941 36个月

合计 236,904,812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2016年12月14日，公司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股份登记手续，股份总数为761,624,202股。

2016年12月29日，公司完成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股份登记手续，股份总数为950,515,518股。

截至公告日，公司股份总数为950,515,518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海纳川、诺德科技分别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主要承诺事项如下：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届满后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

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自2017年5月8日至2017年6月6日收盘后，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格8.35元/

股。根据前述承诺，海纳川持有的上述公司股份在36个月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诺德科技因涉及

诉讼纠纷，所持上述公司股份已于2017年经人民法院拍卖过户登记于吴卫林名下，吴卫林持有的上述公

司股份适用前述承诺，在36个月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海纳川、诺德科技及吴卫林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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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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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904,81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6月15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219,038,871 23.04% 219,038,871 0

吴卫林 17,865,941 1.88% 17,865,941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 236,904,812 -236,904,812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713,610,706 236,904,812 950,515,518

三、股份总数 950,515,518 0 950,515,518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汽车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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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