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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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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或“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会”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9月25日以电邮或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30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审慎讨论和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主体：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 ）
（二）上市地点：本次发行选择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主板作为上市
地
（三）发行股票种类：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四）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五）发行对象：本次H股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参与香港公开发售的香港公众投资者、参
与国际配售的国际投资者、中国境内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以及中国境内经监管机
构批准或者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可以进行境外投资的投资者。
（六）发行时间：本次H股发行将在广州医药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
行窗口完成并上市， 具体发行时间由广州医药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境外资
本市场情况和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进展情况决定。
（七）发行方式：本次H股发行采取发行新股的方式，包括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配售，根据
国际惯例和资本市场情况，国际配售将依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S条例进行
的美国境外发行。
（八） 发行规模： 本次H股发行的初始发行规模为不超过紧接发行后经扩大后总股本的
25％（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并授予全球协调人不超过上述H股初始发行规模15%的超额配售
权。 预计发行总规模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7.71%。 其中，实际发行的总规模、超额配售事宜
及配售比例， 将根据广州医药的资本需求与境内外监管机构的沟通情况和发行时境内外市场
具体情况，由广州医药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及市场
情况确定。
（九）定价方式：本次H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广州医药现有股东整体利益、投资者接
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结合发行时境外资本市场情况、广州医药所处
行业的一般估值水平以及市场认购情况，并根据路演和簿记的结果，由广州医药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和本次发行的全球协调人共同协商确定。
（十）募集资金用途：将根据广州医药股东大会及/或其董事会届时审议批准的用途确定。
（十一）申请已发行的境内未上市股份转换成H股：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市地有关监管
机构的监管政策及要求的条件下，广州医药拟在本次H股发行前或上市后，视与持有广州医药
境内未上市股份的股东协商情况， 择机向监管机构申请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全部或部分境内
未上市股份到香港联交所上市流通。
（十二）议案有效期：有效期限为24个月，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
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经逐项核对，公司作为广州医药的控股股东，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
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4﹞67号）（“
《分拆指引》” ）第二条规定的条件。 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在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ZC10049号
《审计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瑞华审字[2019]44010002号
《审计报告》 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出 具 的 大信 审 字 [2020]第
22-00005号《审计报告》，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人民币2,061,651,929.01元、3,440,980,103.08元、3,188,884,638.91元，符合《分
拆指引》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 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未作为对广
州医药的出资申请境外上市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未作为对广州医药的出资
申请境外上市，符合《分拆指引》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的净利润未超过上
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0%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2020]第22-00005号
《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188,884,638.91
元。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广州医药出具的毕马威华振穂审字第
2000078号《审计报告》，广州医药2019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372,653,363.89元，公司按权益
享有的广州医药净利润未超过公司当期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0%，符合《分拆指引》第二条第
（三）项的规定。
（四）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净资产未超过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0%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2020]第22-00005号
《审计报告》， 公司2019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24,184,796,
663.85元。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广州医药出具的毕马威华振穂审
字第2000078号《审计报告》，广州医药2019年度净资产为人民币4,390,070,899.04元，公司
按权益享有的广州医药净资产未超过公司当期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0%，符合《分拆指引》第二
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且资产、财务独立，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1、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同业竞争及整改情况
公司的主要业务板块和涉及经营内容包括：①大南药：中西成药、化学原料药、天然药物、
生物医药、化学原料药中间体的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②大商业：西药、中药和医疗器械的批
发、零售和进出口业务；③大健康：大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④大医疗：医疗服务、健康
管理、养生养老等健康产业投资等。
广州医药主要从事医药批发和零售业务，具体包括西药批发；药品零售；中成药批发；化学
药制剂、生物制品（含疫苗）批发；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及医疗器械零售等。
公司与广州医药在医药批发和零售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已就解决该
等同业竞争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并逐步实施中，根据重组安排，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采芝林” ）已将其持有的广州澳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00%股
权转让予广州医药；采芝林拟将其业务部门药品营销中心和医院销售部转让予广州医药；采芝
林拟将其持有的广州采芝林药业连锁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予广州医药；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已将其销售二部相关业务资产等转让予广州医药（以下统称“
业务资
源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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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业务资源整合完成后，公司与广州医药主营业务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资产、财务相互独立
公司和广州医药各自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广州医药对其全部资产进
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公司未占用、支配广州医药的资产或干预广州医药对其资产的
经营管理。公司与广州医药均设置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有母子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
管理制度。 公司和广州医药各自独立在银行开设账户、独立纳税。
公司与广州医药资产、财务相互独立。
3、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公司和广州医药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情况。
（六）上市公司及所属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持有所属企业的股份，未超
过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10%
公司及广州医药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持有广州医药的股份，未超过广州医
药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10%。
（七）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不存在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八）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本公司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符合《分拆指引》的规定。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广州医药境外上市后，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不利影响，不影
响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分拆指引》的规定。
公司已按照《分拆指引》的规定聘请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机构名单的证券
经营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财务顾问， 就确保公司在广州医药到境外
上市后仍然具备独立的持续上市地位、 保留的核心资产与业务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发表财务顾
问意见，并持续督导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广州医药的境外上市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通
过境外上市，有利于广州医药进一步发展壮大，优化其公司治理及资本结构，继续扩大其行业
领先优势，并有利于提升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的声誉和投资回报。 此外，广州医药的境外上市
将会有力促进公司战略升级，并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因
此，广州医药拟境外上市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及广州医药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广州医药境外上市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较好的持续经营与持续盈利能力。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广州医药本次H股发行并上市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作为被授权人，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州医药本次H股发行
并上市的方案框架下，全权处理本次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代表公司全权行使在广州医药的股东权利，做出与本次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事宜
相关的决议和决定（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外）；
（二）制定和实施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发行时间等。 根据法律法规变化情况、相关监管部门和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和意
见，结合实际情况对有关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相关事宜、境外上市方案及其内容进行调整和
变更（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外）；
（三） 就本次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相关事宜， 全权处理向香港联交所提交分拆上市申
请，向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提交相关申请，并处理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回复香港联
交所、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提问）；
（四）修改、签署、递交、接受、发布、执行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公司的相关协
议、合同、承诺、公告、通函和法律文件等，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上市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
露；
（五）在公司持有的广州医药股权范围内，决定是否申请公司持有的广州医药境内未上市
股份到香港联交所上市流通及流通的数量、申请流通时间等事项；
（六）处理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公司的相关其他必要事宜。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24个月，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就公司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第15项应
用指引” ）的规定，本公司需适当考虑现有股东的利益，向本公司现有股东提供广州医药发行
新股的保证配额。
由于目前向本公司现有A股股东提供广州医药境外发行新股的保证配额存在法律和政策
等方面的障碍，为满足第15项应用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就分拆广州医药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现
有H股股东提供该等保证配额。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修订本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八、 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同意将 《关于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
议案》 提交本公司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与议题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收款单
位

1

上海景
峰制药
有限公
司

上海市宝山
人才工作重
区罗店镇人
点项目资助
民政府

是

2020-7现金
9

2

贵州景
峰注射
剂有限
公司

贵州省发展 2018年创新
和改革委员 平台建设工
会
程补助

是

2020-7现金
9

3

贵州景
峰注射
剂有限
公司

贵阳市科学
技术局

研发补助经
费

是

2020-8现金
17

4

贵州景
诚制药
有限公
司

修文县财政
局

技能提升培
训补贴

是

5

贵州景
诚制药
有限公
司

贵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专
项经费

是

6

海南锦
瑞制药
有限公
司

2020年海南
省高新技术
海南省知识
产业发展知
产权局
识产权专项
资金

是

2020-7现金
22

7

海南锦
瑞制药
有限公
司

2019年工业
海口市科学
发展专项资
技术工业信
金地方财政
息化局
贡献奖励

是

2020-8现金
14

8

海南锦
瑞制药
有限公
司

2019年度工
海口市科学
业发展专项
技术工业信
资金地方财
息化局
政贡献奖励

是

9

海南锦
瑞制药
有限公
司

2020年度仿
海口市科学
制药质量和
技术工业信
疗效一致性
息化局
评价奖励

是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
项目

是否
补助
已收 收款日期
形式
到款

序
号

补助金额
(元)

补助依据

108,800.00

收款回单

是否 是否与公
具有 司日常经
可持 营活动相
续性
关

海南锦
瑞制药
有限公
司

海南省财政
国库支付局

就业见习补
贴

是

11

大连德
泽药业
有限公
司

大连金普新
区就业和社
会保险局

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

12

大连德
泽药业
有限公
司

大连就业管
理中心

10

2020-9现金
27

9,352.00

是

2020-7现金
2

70,000.00

失业保险基
金稳岗返还
资金

是

2020-9现金
22

8,322.09

财社〔2017〕
164号

否

收款回单

否

是

大人社发
〔2020〕258号

否

是

收款回单

否

是

大连华
立金港
药业有
限公司

大连金普新
区就业和社
会保险局

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

是

2020-7现金
2

134,000.00

1,000, 黔发改投资
000.00 〔2018〕655号

否

是

14

大连华
立金港
药业有
限公司

大连就业管
理中心

失业保险基
金稳岗返还
资金

是

2020-9现金
8

12,408.62

大人社发
〔2020〕258号

否

是

筑科通〔2019〕
43号

15

60岁以上户
籍老年人23
价肺炎疫苗
接种补助

2020-8现金
13

西卫通〔2020〕
95号

否

是

是

度假区海埂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330.00

否

云南联
顿妇产
医院有
限公司

是

292,000.00

2020-9现金
24

122,000.00

筑府办发
〔2019〕25号

否

是

2020-9现金
27

9,000.00

《关于资助
2019年以来发
明专利的公
告》

否

是

《海南省省级
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2020年海南
25,826.54 省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知识产
权专项资金分
配方案（第二
批）》

否

是

海科工信字
〔2020〕38 号

否

是

2020-9现金
21

1,639, 海科工信字
000.00 〔2020〕38 号

否

是

2020-9现金
22

1,000, 海科工信字
000.00 〔2020〕29 号

否

是

合计

5,040,
939.25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根据规定确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0元，确认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5,040,939.25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原则上均判定为与日常活动相关，在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
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费用或损失
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其中与公司
日常活动相关的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在确认相关
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营业外收入。 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与公司日常
活动相关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入营业外收
入。
其他收益” 科目。
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5,040,939.25元，计入当期“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上述政府补助5,040,
939.25元计入2020年度损益，最终的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贴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需以审计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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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公告编号：2020-053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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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982号及(2019)粤民终1985号民
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前海正宏汽车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
深圳市正宏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
正宏科技” ）与本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
案作出二审判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年3月3日，本公司就与正宏科技签订的《深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
租赁合同》（以下简称“
租赁合同” ）及《深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 ）租赁合同纠纷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
3月9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17）粤0306
民初7116号】。
2017年3月13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7）粤
民初154号】、《举证通知书》和正宏科技的《民事起诉状》等材料。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案件进行合并审理。
2019年6月10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于本公司诉正宏科技
租赁合同纠纷，判决驳回本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7,255元、造价鉴定费300,
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6,000元均由本公司负担。 对于正宏科技诉本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判决正宏科技与本公司签订的《深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及《深
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补充协议》于2016年12月8日解除；本公司自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正宏科技保证金2,500万元；本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正宏科技损失69,197,147.09元；驳回正宏科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4,
665.21元、审计费200,000元、审计人员出庭费8,000元，共计费用1,112,665.21元，由正宏
科技负担500,699.34元，本公司负担611,965.87元。
2019年6月14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针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两案的一审判
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时依据上述一审判决结果，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于2019年6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预计
负债的议案》，全额计提预计负债69,197,147.09元。 公司已于2019年6月21日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详见公司2017年1月24日《关于〈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相关事项
的临时公告》、2017年2月15日《关于〈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相关事项
的进展公告》、2017年3月18日《重大诉讼公告》、2019年6月12日《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
告》、2019年6月15日《关于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二、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判决如下：
（一）诉讼一：本公司诉正宏科技租赁合同纠纷【案号(2019)粵民终19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正宏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9月29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内蒙
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五九集团” ）收到内蒙古煤矿安全监
察局下发的《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
利煤矿“
9.15” 水灾事故的通报（内煤安字[2020]57号）》及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
尔监察分局下发的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蒙煤安监呼罚（2020）3206
号）》、《停产整顿意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蒙煤安监呼罚（2020）
3207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事故的基本情况
2020年9月15日零时21分，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胜利煤矿14101综采工作面
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
1、事故单位概况
胜利煤矿隶属于五九集团，位于牙克石市东北约60公里，涉及生产能力120万吨/年。
该矿为正常生产矿井，2013年1月开工建设，2015年5月进行联合试生产，低瓦斯矿井，水文
地质类型为中等，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现开采14101综采工作
面。 矿井供电为双回路供电，“
六大系统” 完备，证照齐全有效。
2、事故经过
2020年9月14日夜间23时30分-15日零时15分， 生产副矿长胡某在14101综采工作面
128#、129#淋水异常增大的情况下，指挥现场作业人员对129#支架进行移架作业，扰动了
该段工作面已破碎的顶板。 15日零时21分，128#、129#支架架前顶板及煤壁发生局部垮落，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是

13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

冒落物将该处作业人员冲倒，导致5人不同程度被困、被埋。经全力救援，其中3人安全升井。
当日凌晨3时45分，被埋人员梁某被确认无生命体征，宣布死亡，被困人员唐某受重伤。
3、事故原因分析
经初步认定，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生产副矿长胡某在14101综采工作面128#、129#
淋水异常增大的情况下，指挥作业人员对129#支架进行移架作业，致使工作面此处已破碎
的顶板、水、泥沙等冒落物将正在该处作业的5名作业人员冲倒、掩埋，导致事故发生。
另外， 事故发生前， 现场人员多次向调度室及该矿矿长黄某汇报工作面出现淋水、冒
顶、淋水加大等异常情况，但未引起矿长黄某高度重视，未下达立即撤出人员的命令，也是
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上级部门下发的通报文件及处罚文件
1、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于2020年9月22日向各监察分局（站）、全区各煤矿企业下
发了《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
“
9.15” 水灾事故的通报（内煤安字[2020]57号）》，通报了本次事故的情况。
2、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于2020年9月28日向被处罚单位五九集
团胜利煤矿下发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蒙煤安监呼罚（2020）3206
号）》、《停产整顿意见》，主要内容：
违法事实：2020年9月14日22时30分至9月15日凌晨0时21分， 该矿在已经发现14101
综采工作面顶板淋水加大、淋水水色由白色变为黄色且水色浑浊等透水征兆后，未撤出井
下作业人员以上事实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八十八条、《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
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六）项、《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
条第一款、《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
给予以下行政处罚：责令停产整顿十天，罚款二百万元整；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停产整顿意见：（一） 在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停产整顿10日；（二）在
14101综采工作面设置警戒线，安排专人负责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避免发生
危险；（三）严格按照《防止水实施细则》规定，开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探清开采区域
及周边的水文情况，组织相关专业专家制定安全可靠可行的治理方案，采取有效疏放等安
全技术措施，严防事故发生；（四）加强顶板管理，通过采取新材料、新技术等可靠有效的技
术方法， 确保井下回采工作面在经过断层等地址构造或距离地面较近时顶板支护可靠；
（五）切实落实煤矿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在全矿井范围内切实有效开展应急处置教育培训
及演练工作，确保职工在有重大风险征兆出现后，能够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六）制定整改
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和安全技术规定；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
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整改结束后若要求恢复生产，应当由牙克石市人民政府负责
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自收到恢复生产申请之日起60日内组织验收完毕，验收合格
的，经牙克石市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经内蒙古煤矿安
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审核同意，报请牙克石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批准，发还
证照后，方可恢复生产。
3、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于2020年9月28日向被处罚个人五九集
团胜利煤矿矿长黄浩下发了《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蒙煤安监呼罚（2020）
3207号）》，主要内容：
违法事实：2020年9月14日22时50份至9月15日凌晨0时21分， 该矿在已经发现14101
综采工作面顶板淋水加大、淋水水色由白色变为黄色且水色浑浊等透水征兆后，未撤出井
下作业人员。 以上事实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八十八条、《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
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六）项、《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
条第一款、《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
给予以下行政处罚：罚款壹拾伍万元整。
三、公司整改措施
本次事故发生后，五九集团深刻反思，要吸取本次安全事故的教训，目前胜利煤矿正在
按照《停产整顿意见》的要求开展停产整顿工作，并制定了整改方案：
1、胜利煤矿负责在14101综采工作面设置警戒线，安排专人负责警戒，严禁无关人员
进入，避免发生危险。要求胜利煤矿每班的带班领导必须到该地点进行巡查，同时每天安排
专人对14101综采工作面顶板淋水及老塘水进行观测，并做好记录；安全监察部每班至少
对现场检查一次，做好现场监管记录；生产技术部定期对14101综采工作面进行检查。
2、生产技术部负责与231地质队沟通，完成胜利煤矿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并组织
相关专家制定安全、可靠、可行的治理方案，各类信息要及时共享，抓紧推进。
3、14101综采工作面顶板使用马丽散进行加固，胜利煤矿提前制定好详细、可靠、可行
的安全技术措施，取得上级部门批复后由胜利煤矿负责施工，并且要有矿领导现场指挥，责
任到人。施工作业时，生产技术部配合指导；安全监察部安监员要全程现场跟踪、全程监护。
4、 胜利煤矿负责在全矿范围内切实有效的开展应急处置教育培训及针对性的演练工
作。 制定好应急演练预案。 由安全监察部牵头，有关部室参加，共同完成应急演练工作。
5、胜利煤矿要针对此次整改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及措施，对现场作业要有指导性、时
限性，有责任人，闭环管理。整改完毕后，首先由矿井自检自查，然后向集团公司安全监察部
申请复查，复查完毕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逐级申报恢复
生产。
6、胜利煤矿要确定14101综采工作面顶板淋水量。 在轨道大巷至2岩水平段设置水流
量测定区域，每天安排专人测定一次水量，同时上报集团调度中心。
胜利煤矿对14102地面塌陷区排水要准备好备用排水泵及备用电源。 安排认真负责、
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完成。水位下降情况及时上报调度中心。同时，要求野外现场作业人员严
禁吸烟，坚决杜绝明火。
7、胜利煤矿在停产期间，要保证井下通风、排水等设备正常运转。 检查、巡护要全方位
不留死角，发现的隐患要提前处理好，为恢复生产做好准备。
8、胜利煤矿在停产期间要加强排水系统的检查、维护，特别是各地点的备用水泵，要做
好防潮、绝缘检测工作。要开展一次机电运输系统维护、检查，包括内业及现场设施的检查。
所有设备停、送电要严格按照管理规定执行，对停电设备要全面进行一次绝缘检测。
9、目前14101综采工作面两道顶板有淋水，造成顶板下沉及钢棚变形的情况，胜利煤
矿要有矿领导现场指挥及时加强支护、维护等工作。
待胜利煤矿整顿完成得到上级部门批准并恢复生产时，五九集团将对相关情况及时进
行披露。
四、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此次事故，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分局处罚胜利煤矿200万元，处罚矿
长黄浩个人15万元，并责令胜利煤矿停产整顿。
五九集团预计胜利煤矿停产时间为40天，影响煤炭产量15万吨，影响收入2788万元。
五九集团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0,103万元， 占本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48.72%， 本次事故停产预计减少收入的金额占五九集团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95%，占本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94%。 本次事故预计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
成重大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本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
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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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是

证券代码：00008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述
2020年9月29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新大洲控股”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阳” ）与青岛万泽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万泽” ）、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
业” ）四方签署了《合同解除协议》。
二、协议签署的背景
本公司2018年6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2018年7月4日
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恒阳牛业向票据受让人背书转让与上海恒阳交易取得的由上海恒阳开具
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本公司同意为上海恒阳在总存续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范围
内采购牛肉应付账款或因此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电票）提供保兑。上海恒阳作为承兑人，
本公司同意作为保兑人。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上
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8-062）。
2018年10月，青岛万泽与恒阳牛业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青
岛万泽通过受让恒阳牛业与其他买方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向恒阳牛业提供融资等金融服
务。 恒阳牛业与上海恒阳在2018年10月签署《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恒阳牛业向上海恒阳
销售货物，上海恒阳以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恒阳牛业支付货款。 上海恒阳实际开具
的票据总金额为人民币63,187,103.6元。
上海恒阳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开具给恒阳牛业后，恒阳牛业背书给青岛万泽，使青岛
万泽成为上述商业承兑汇票的持有人。2018年12月本公司与青岛万泽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本公司为上述商业承兑汇票的保兑人。
鉴于恒阳牛业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背书给青岛万泽后，青岛万泽并未按照《国内商业
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恒阳牛业提供任何融资等金融服务，恒阳牛业亦未实
际向上海恒阳交付货物， 该事项导致恒阳牛业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63,187,
103.6元， 该笔资金占用的内容本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9月12日、10月12日、11月12日披
露 在 《关 于 公 司 股 票 被 实 行 其 他 风 险 警 示 的 相 关 事 项 进 展 情 况 公 告 》（编 号 ： 临
2019-106、临2019-115、临2019-120、临2019-131）中，及2020年6月11日、7月11日、8月
12日、9月12日披露在 《关于以前年度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编
号：临2020-105、临2020-115、临2020-129、临2020-142）中。
经各方共同协商，2020年9月29日，青岛万泽、恒阳牛业、上海恒阳、本公司四方签署了
《合同解除协议》，各方同意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与该协议约定事项的有关方签署的《国
内商业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采购框架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无限连带
责任保证函》等全部解除，各方的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各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青岛万泽
和恒阳牛业不再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主张票据权利，各方亦不再主张因上述协议或合同产
生的其他民事权利。 同时，协议约定青岛万泽在《合同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全部退还给上海恒阳（若无法操作则青岛万泽将商票退还恒阳牛业，
恒阳牛业再退还上海恒阳）。
三、其他说明
1、2020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以前年度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进展公告》
（临2020-142）中恒阳牛业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尚有余额为6,318.71万元，系
上文所述由上海恒阳向恒阳牛业开具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并支付给恒阳牛业，由恒阳
牛业背书转让给青岛万泽拟进行融资，用于牛肉采购。但未获得融资，商业承兑汇票已全部
到期。
由于四方签署了《合同解除协议》，上述资金占用6,318.71万元解除。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 恒阳牛业因日常关联交易业务中发生的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全部清零，已
无余额。
其他涉及的原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详见前
述《关于以前年度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公
司发布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2、经向青岛万泽了解，青岛万泽现因存在诉讼事项，账户处于查封冻结状态，目前暂无
法向上海恒阳退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 待青岛万泽解除查封后将退回全部商业承兑汇票。
本公司将敦促青岛万泽尽快履行《合同解除协议》的约定退回全部商业承兑汇票。 依据本
次四方签署的《合同解除协议》，与该协议约定事项的有关方签署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
及《补充协议》、《采购框架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等全
部解除，各方的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青岛万泽即便未退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也无法主张
权利。
四、备查文件
青岛万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四方签署的《合同解除协议》。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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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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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 ）之子公司于2020年7月1日至9月30日累计收到政
府补助金额合计5,040,939.25元，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ST大洲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合同解除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2

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7,255元，由本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诉讼二：正宏科技诉本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号(2019)粤民终19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正宏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1,764.21元, 由正宏科技负担407,099元， 由本公司负担904,
665.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公司对上述诉讼事项及二审判决的说明
本公司收到上述二审判决结果后，本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失全面、公正，拟
在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包括
控股公司在内）的其他诉讼情况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公司本着审慎原则，已于2019年年度
报告中按照会计准则对该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69,197,147.09元，因此本次诉讼对公司
当期损益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目前，AB航站楼已获得深圳市政府同意纳入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正处于
设计方案征集竞标阶段。 作为深圳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与国家铁路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机
场东枢纽功能定位为空铁联运枢纽及湾区商务中心，以建设“空铁联运” 、“站城一体化”
综合交通枢纽为目标，形成深圳市对外交通的新门户、新标杆。 公司将依据深圳机场总体
规划方案，综合考虑航站楼、高速铁路、城际轨道等布局，尽快配合完成机场东综合交通枢
纽项目规划设计等工作。 同时，公司将根据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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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风险提示
公司拟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于近期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上述诉讼事项
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视再审结果而定，再审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982号民事判决书；
（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985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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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30日下午1: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30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
30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9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地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扎佐厂区办公楼三楼6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黄舸舸先生
6、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分别于2020年9月12日、2020年9月24日以公告的形式
发出，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88人，代表股份304,802,4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8.2155%。 其中：
现场会议到会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20名， 代表股份205,577,8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77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8人，代表股份99,224,6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2.4406%。
8、公司4名董事、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示的各项提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
议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045,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30%；反对5,
142,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1%；弃权1,615,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560,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6441%； 反对5,142,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367%；弃权1,615,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92%。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逐项进行审议表决，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贵阳市工商投” ）之间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持有的196,444,902股回
公司（以下简称“
避表决。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101,417,9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56%；反对4,
544,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38%；弃权2,395,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0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377,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4727%； 反对4,544,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2743%；弃权2,395,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30%。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101,456,7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14%；反对5,
269,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31%；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416,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5092%； 反 对5,269,5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9564%；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4%。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01,290,7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82%；反对5,
271,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9%；弃权1,795,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25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531%； 反 对5,271,5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9583%；弃权1,795,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6%。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101,454,7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96%；反对5,
271,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9%；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414,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5074%； 反 对5,271,5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9583%；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4%。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01,419,9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75%；反对5,
142,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7%；弃权1,795,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379,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4746%； 反对5,142,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367%；弃权1,795,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6%。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101,581,9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70%；反对5,
144,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75%；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541,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6270%； 反对5,144,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386%；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4%。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101,525,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950%；反对5,
104,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06%；弃权1,727,6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485,6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5740%； 反对5,104,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010%；弃权1,727,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0%。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101,583,9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88%；反对5,
142,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7%；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543,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6289%； 反 对5,142,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367%；弃权1,63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4%。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01,523,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932%；反对5,
180,0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05%；弃权1,653,9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483,6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5722%； 反 对5,180,0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722%；弃权1,653,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6%。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101,419,9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75%；反对5,
142,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7%；弃权1,795,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379,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4746%； 反对5,142,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367%；弃权1,795,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6%。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之间的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持有的
196,444,902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1,294,7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19%；反对5,
269,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31%；弃权1,793,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5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254,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569%； 反 对5,269,5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9564%；弃权1,793,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68%。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之间的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持有的
196,444,902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1,316,2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18%；反对5,
054,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45%；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276,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771%； 反 对5,054,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7540%；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之间的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持有的
196,444,902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1,294,7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19%；反对5,
181,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19%；弃权1,88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254,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569%； 反 对5,181,5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8736%；弃权1,88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5%。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应对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之间的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投持有的
196,444,902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1,314,2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999%；反对5,
056,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63%；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274,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752%； 反 对5,056,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7559%；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273,9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81%；反对4,
609,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2%；弃权1,919,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789,0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8594%； 反 对4,609,235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3353%；弃权1,919,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53%。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866,8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46%；反对5,
054,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2%；弃权1,88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381,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4765%； 反对5,054,310 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7540%；弃权1,88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5%。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181,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77%；反对4,
634,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4%；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696,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7722%； 反 对4,634,235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3589%；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170,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41%；反对4,
645,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0%；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685,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7619%； 反 对4,645,235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3692%；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9%。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170,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41%；反对4,
645,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0%；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685,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7619%； 反 对4,645,235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3692%；弃权1,987,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9%。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170,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41%；反对4,
634,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4%；弃权1,998,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685,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7619%； 反 对4,634,235股 ， 占出 席 会议 中小 股 东所 持 有效 表决 权 股份 总 数的
4.3589%；弃权1,998,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9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大鹏、侯镇山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0年十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