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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6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6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1年4月6日9:15-9:

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6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59号院2号楼燕保大厦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2020-05）详见2021年3月1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相关人员出席、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列席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总数为37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88,651,4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71,112,183股的73.629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并参与表决的股

东为5人，代表股份585,208,907股，占公司总股本1,071,112,183股的54.6356� %。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

决的股东 32人， 代表股份 203,442,58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1,071,112,183股的

18.9936%。

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35人，代表股份64,985,9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

071,112,183股的6.067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972,10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1,071,112,183的0.0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人， 代表股份64,

013,8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71,112,183的5.9764%。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一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788,497,0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

154,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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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同意203,288,148股， 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41％；反对154,432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831,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24％；

反对154,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76％；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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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新任董事任职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3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一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2021-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魏小江律师、张瑜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经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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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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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2021年4月6日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

回复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 《关于对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1】第 162�号），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做出书面回复。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邦服饰” 或“公司” ）对有关问题高度重视、积极准备回复工作，现对

《关注函》问题的具体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是否已根据规定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收到相关回复并

如实披露，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对你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如是，请进行补充披露;如否，请进行必要的

说明和风险提示。

答：就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事项，公司均有依规函询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

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 ，并分别于2021年3月29日、3月31日收到回复函，公司控

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在回复函中表示：“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

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也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上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鉴于公司预计2020年度将会出现亏损，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请结合内外部市场环境、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

期股价涨幅较大是否与公司基本面相匹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答：经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经营模式等基本面未发生重大

变化。 公司预计2020年度将会出现亏损，近期公司股价涨幅较大，已一定幅度偏离公司基

本面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

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答：近期公司未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4、请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

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答：经函件询证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公司未存在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回复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21-012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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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1年4

月1日、4月2日、4月6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经自查和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4、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5、 董事会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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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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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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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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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185号智汇科创园8号楼101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1,410,8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1,410,8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63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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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朝阳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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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其中现场参会人员为董事汪大卫；通过远程视频参会人员为董事长

蔡朝阳、董事郭世荣、刘万平，独立董事江向才、成汉颂、闫晓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现场参会人员为监事王洪荣；通过远程视频参会人员为监事甘

蜀娴、刘烜。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谢珮甄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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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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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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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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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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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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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实施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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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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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61,410,888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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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1,893,766 100 0 0 0 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55,517,122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893,766 1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988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888,778 1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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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 《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893,

766

100 0 0 0 0

7

关于取消实施部分投

资项目的议案

5,893,

766

1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2021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893,

766

100 0 0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2、 议案6、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关联股东SWANCOR� IND.CO.,LTD、Strategic� Capital� Holding� Limited. 对议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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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事务所

律师：郑伊珺、孟营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证券代码：300940�证券简称：南极光 公告编号：2021-016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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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2021年3月19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

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近日，公司与下列银行签署了相关协议，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 购买金额

产品起息

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类型 （万元）

1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平安银行2021年第

SZ85期单位大额存

单

固定收益 1,000

2021年4

月2日

2024年4月2

日（可转让）

3.7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

平安银行2021年第

SZ86期单位大额存

单

固定收益 2,000

2021年4

月2日

2023年4月2

日（可转让）

3.19%

3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大额存单 固定收益 4,000

2021年4

月2日

2024年4月2

日（可转让）

3.70%

合计 7,000 - - -

注：公司本次购买的平安银行2021年第SZ85期单位大额存单、平安银行2021年第SZ86期单位大额

存单、兴业银行大额存单可提前转让，公司将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相关规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进行转让。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述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

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所投资的产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具有投

资风险低、本金安全度高的特点，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防控措施

1、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投资产品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

品，明确好投资产品的金额、品种、期限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做好财务核算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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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所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和保管进行实时分析和

跟踪。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投资理财产品与保管情况的审计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使用

与保管情况开展内部审计。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防范风险前提下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情况，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收益，为公

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理财产品外，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批准投资额度。

六、备查文件

1、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产品认购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证券代码：688571� � �证券简称：杭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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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5号大街（南）2号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0,207,4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0,207,4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6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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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克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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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建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负责人

王斌先生列席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倪俊骥先生、陈晓纯女士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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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176,977 99.9873 30,500 0.012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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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205,477 99.9991 2,000 0.000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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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176,977 99.9873 30,500 0.012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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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176,977 99.9873 30,500 0.012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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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176,977 99.9873 30,500 0.012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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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176,977 99.9873 30,500 0.012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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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205,477 99.9991 2,000 0.000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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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40,205,477 99.9991 2,000 0.000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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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2,968,977 99.9770 30,500 0.023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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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关于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76,977 85.2995 30,500 14.7005 0 0.000

8.0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05,477 99.0360 2,000 0.9640 0 0.0000

9.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76,977 85.2995 30,500 14.700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株式会社T&K� TOKA已回避表

决；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议案8与议案9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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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事务所

律师：倪俊骥先生、陈晓纯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 � � � � � �证券简称：*ST康得 公告编号：2021-041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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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终止上市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 股票简称：*ST康得

● 股票代码：002450

●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2021年4月14日

● 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30个交易日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 或“公司” ）于2021年4月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2021]353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1、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证券简称：*ST康得

3、证券代码： 002450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71号）认定的事实，公司2015年至2018

年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追溯重述后公司2015年至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连续为负值。

同时，公司因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10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0年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的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4.1条、第14.4.2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自2021年4月14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做好终止上市

以及后续有关工作。

三、终止上市后股票登记、转让、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应该聘请股份转让服务

机构，委托该机构提供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

认及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

定，及时聘请股份转让服务机构，办理好股票终止上市后的相关事宜。

四、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1、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环保新材料产业园晨港路85号

3、电话： 0512-80151177

4、邮箱：kdx@kdxfilm.com

五、摘牌日期

公司股票自2021年4月14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

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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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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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450）属于深股通特别证券，深股通投资者不能

买入只能卖出。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进入股转系统后， 深股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

让， 请深股通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 或“公司” ）于 2021年4月

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2021]353号）。鉴于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4月14日起进

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现将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002450

2、证券简称：康得退

3、涨跌幅限制：10%

4、进入退市整理期首日的开盘参考价：3.52元/股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1年4月14日，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

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1年5月28日（最后交易日期为预计时间，公司后续将根据国家

法定节假日安排另行通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期。公司

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其股票全天停牌的， 累计停牌天数不得超过五个交易

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

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的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股票在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不筹划、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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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全部获得通过；

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6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6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启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东

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名， 代表股份735,679,4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66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732,367,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221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名， 代表股份3,312,3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2％。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4,024,9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

做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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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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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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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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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86,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2％；反对232,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15％；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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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32,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296％；反对232,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7648％；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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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292,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4％；反对232,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15％；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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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7,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784％；反对232,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7648％；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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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95,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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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6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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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95,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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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6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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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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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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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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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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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95,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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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6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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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关于拟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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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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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799,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5％；反对1,819,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473％；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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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2977％；反对1,819,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5.1967％；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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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662,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40％；反对3,956,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5377％；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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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8％；反对3,956,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2876％；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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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十三：董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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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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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四：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00,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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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852％；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155,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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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五：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95,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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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6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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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十六：关于拟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395,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04％；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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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64％；反对22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580％；弃权6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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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 侯阳

3．结论性意见：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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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3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1年4月6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3），以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经上述程序审议后，公司将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

包括：

1.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8名原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除限售的股票，该笔拟回购注销总股数为600,915股，

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1,554,400元；

2.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该笔拟回购注销总股数为2,228,296

股，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5,802,540元（注：因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原因，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

总数存在尾差情况，本次实际回购金额以原激励对象实际认购金额为准）。

上述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350,702,476股变更为1,

347,873,265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1,350,702,476元减少为1,347,873,265元（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

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

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1年4月7日至2021年5月22日期间，每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李腾

（3）邮政编码：110027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号码：024-25806400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