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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1-031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新

五丰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

起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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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公司” ）于2019年9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

及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管理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现代农业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P）出资人民币0.1亿元，占比1%；新五丰

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出资人民币1.9亿元，占比19%；其他合格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P）出资人民币8亿元，占

比80%；所有合伙人均为现金出资。

本基金一期出资总额为2.5亿元，现代农业管理公司一期认缴份额为500万元，新五丰一期认缴份额为10,000万元，其

他合格投资者一期认缴份额为14,500万元。

本基金一期出资到位后，剩余7.5亿元根据项目情况，根据后期由本基金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之约定，由现

代农业管理公司出资500万元，新五丰出资0.9亿元以及其他合格投资者出资6.55亿元。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投资

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等有关公告。

2019年10月31日，公司与湖南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

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2019年11月1日，湖南新五丰

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注册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QWYR90J，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现代农业管理公司。

2019年11月13日，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

获得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放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信息包括：基金名称为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备案编码为SJC871、管理人名称为湖南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名称为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信息。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20年5月13日，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其托管人的变更，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得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放的更新后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

明》。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托管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为进一步明确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投资方向，2021年4月27日，公司与现代农业管理公司签订《发起人协议之补充协

议》，协议内容如下：

鉴于双方于2019年9月27日签订了《新五丰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

议》” ），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补充约定，以资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 《发起人协议》第四条第（三）款所约定的基金投资方向明确为：“紧密围绕新五丰产业链上下游，以协助新

五丰扩大生产经营场所、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进行产业投资，仅投资生猪养殖场、饲料厂、屠宰场等能够服务新五

丰主营业务的标的。 ”

第二条 对本协议签署双方而言，本协议作为《发起人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是《发起人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

《发起人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 本协议未约定事宜以《发起人协议》的约定为准；本协议与《发起人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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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五丰

产业并购基金相关事项的承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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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公司” ）与湖南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现代农业管理公司” ）于2019年9月签订协议，拟合作成立总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的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已于2019年

10月发起设立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备案编码:SJC871，总出资额为2.5亿元），剩余7.5亿元基金

尚未成立。

目前，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有关财务性投资认定的问

答》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相关规定，新五丰及现代农业管理公司，就有关事宜做出了承诺，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的承诺

2021年4月27日，公司出具《关于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1、已成立的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自本承诺签署日之后的新增投资项目，将紧密围绕新五

丰产业链上下游，以协助新五丰扩大生产经营场所、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进行产业投资，仅投资生猪养殖场、饲料

厂、屠宰场等能够服务新五丰主营业务的标的。

2、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剩余7.5亿元规模后续将另行设立新的合伙企业，其投资方向为紧密围绕新五丰产业链上下

游，以协助新五丰扩大生产经营场所、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进行产业投资，仅投资生猪养殖场、饲料厂、屠宰场等

能够服务新五丰主营业务的标的。

3、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前述承诺的实施。 ”

二、现代农业管理公司的承诺

2021年4月27日，现代农业管理公司出具《关于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1、已成立的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自本承诺签署日之后的新增投资项目，将紧密围绕新五

丰产业链上下游，以协助新五丰扩大生产经营场所、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进行产业投资，仅投资生猪养殖场、饲料

厂、屠宰场等能够服务新五丰主营业务的标的。

2、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剩余7.5亿元规模后续将另行设立新的合伙企业，其投资方向为紧密围绕新五丰产业链上下

游，以协助新五丰扩大生产经营场所、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进行产业投资，仅投资生猪养殖场、饲料厂、屠宰场等

能够服务新五丰主营业务的标的。

3、若本公司违反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公司自愿承担违约责任。 如本承诺所指的任何一个合伙企业未按照本承诺

对外投资，本公司将按照新五丰在该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的5%向新五丰支付违约金。 ”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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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责任解决情况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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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动漫” 或“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刊载《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5），披露了关于公司为解除浙江清风文化有限公司与翁远间借款事项的担保责任，拟与山西振兴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生物” ）签署《担保责任解决协议》的事项。 公司现将上述相关担保责任的形成及解决情况的进

展公告如下：

一、担保责任形成的基本情况

1、2017年12月4日，长城动漫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现用名：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清风公司” ）与翁远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清风公司向翁远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万元）；年利

息按照18%计算；借款期限为1年；由长城动漫、赵锐勇、马利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本合同期满后两年。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浙0106民初54号《民事调解书》裁定长城动漫、赵锐勇、马利清对

清风公司的上述应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若长城动漫、赵锐勇、马利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清风公司进

行追偿。

2、2017年12月29日，清风公司与翁远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清风公司向翁远借款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

万元）；年利息按照18%计算；借款期限为1年；由长城动漫、赵非凡、马利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本合同期满后

两年。 合同签订后，实际借款金额为8000万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浙01民初8号《民事调解书》裁定长城动漫、赵非凡、马利清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律师关于该担保事项之法律后果的判断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核查分析上述担保事项相关案卷材料后出具法律意见认为：

1、有关担保条款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上市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清风公司是长城动漫的控股股东，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的两项担保事项，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仅在总则部分即第十六条进行了总体规定，同时在第一百零四条中，也规定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决议，由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在判断公司对外担保效力时，应当考量作出主体的真

实意思，即是否通过股东大会决议，若没有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则不属于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公司应不发生效力。在本

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担保事实发生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第17条、第18条

对有关越权代理、善意的认定以及担保条款是否有效已作出规范。

长城动漫作为上市公司的事实，债权人是明知的，且公开资料显示，债权人翁远长期参与其他上市公司（*ST高升

000971）的治理，应当知晓有关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相关法律常识，有关本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

议的审查是极其容易的。 且在长城动漫为其股东清风公司提供担保时，债权人并没有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其股东大会对该

担保事项的决议，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此担保事项召集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的事实，因此债权人并非善意的担保权人。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所律师认为，《借款合同》中涉及的担保条款，虽有上市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2017

年12月4日的合同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但由于没有通过股东大会的决议，债权人不构成善意，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担保

的效力。

2、《民事调解书》已认可的法律义务，是对事前无效行为的认可，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应当申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予

以撤销

有关两份《民事调解书》，是在担保条款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情况下，通过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调解协议认

可担保关系的形成而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且存在加重担保人即上市公司义务的情形，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即不特定股民

的利益。鉴于此，上市公司应当申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申请审判监督

的时限已过，对有关救济程序已形成实质障碍。 但是，鉴于调解内容确属存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仍应当通过申诉

等救济程序，使案件受到审判监督部门的关注，促使人民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或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利

益。

救济理由为：（1）原担保条款无效；（2）担保的设立和责任承担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3）代理人没有代理权限（本

所律师调取卷宗时发现，代理人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只有上市公司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此种情况下，不能视为

其得到了公司的有效授权参与诉讼）。

3、上市公司对担保无效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担保事项，如果最终被确认为无效，结合有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如不存在过错，则不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如存在过错，则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但不应超过清风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三、担保责任解决的路径及结果

2021年4月28日，公司与振兴生物签署《担保责任解决协议》。 协议约定了振兴生物解决公司担保责任的路径，主要

约定为：

1、振兴生物承诺，人民法院受理长城动漫破产预重整/重整申请后，振兴生物愿意通过认购长城动漫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票等方式，参与长城动漫的破产预重整/重整程序，协助长城动漫顺利完成重整工作。 长城动漫欢迎振兴生物作为重整

投资人参与长城动漫的重整工作，并同意为振兴生物参与长城动漫的重整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2、对于长城动漫存在的前述担保责任问题，在长城动漫被裁定进入破产预重整/重整的情况下，振兴生物将承担如下

解决责任：

（1）在翁远作为债权人的担保责任问题中，振兴生物承诺如后续该等债权被确定且长城动漫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需按

照重整计划清偿债权的，振兴生物按照约定负责予以解决，确保长城动漫不因清偿担保责任债务而受损。

（2）振兴生物承诺开具银行保函或通过其他合适方式履行上述担保责任的解决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长城动漫进入

预重整/重整后振兴生物直接以现金方式清偿或者通过认购长城动漫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后将所获股票赠与上市公司等方

式解决担保责任事项）。 如协议所涉资金不足以清偿该笔担保债权的，振兴生物承诺兜底解决。

3、双方共同认可，就上述担保责任事项，双方应共同配合，将采取一切合法措施就上述担保责任事项向责任人进行追

偿，以保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21年4月28日，公司与振兴生物签署《关于〈担保责任解决协议〉的履行约定》,就担保责任解决的履行细节进行约

定，双方确认若振兴生物未被长城动漫确定为唯一破产重整投资人，或2021年9月30日之前法院未能受理长城动漫的破

产重整立案程序，或在2021年12月15日之前长城动漫未能取得法院通过破产重整计划的裁定书，公司无权向银行申请履

行支付保函义务。 督促公司尽快推进重整理及预重整工作。

2021年4月28日,公司收到山西河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河津农商函[2021]44号以公司作为受益人，保

函项下最大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的不可撤销的保函。保函载明的付款条件为：一、公司被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

预重整/重整；二、合同中涉及的翁远作为债权人的担保债权按照重整计划需要清偿且需要清偿的数额经振兴药业核实无

异议；该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达到付款条件。保函载明该保函项下的担保责任即自动解除情形为：一、振兴生物未

被公司确定为唯一破产重整投资人；二、2021年9月30日之前未能取得人民法院受理贵司重整申请的裁定；三、2021年12

月15日之前未能取得人民法院对公司破产重整计划的裁定或公司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四、公司被强制退市。

至此，截至本公告批露日，在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与翁远间借款担保事项中，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已得到

有效果控制。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已经分别委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北京市京银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司担保责任解决情况

进行专项核查，目前相关核查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公司将在相关核查工作完成后另行披露相关专项核查意见。敬请投资

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载的相关中介机构报告。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有关公司担保责任解决的进展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担保责任解决协议》扫描件；

2、《关于〈担保责任解决协议〉的履行约定》扫描件；

3、《付款保函》扫描件。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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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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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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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28,15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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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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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永政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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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6人，为刘永政、李章、张萌、刘俏、杨斌、石祥臣，其余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为监事长刘惠斌、监事赵昕，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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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565,886 99.9550 1,146,620 0.0324 440,870 0.0126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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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565,886 99.9550 1,146,620 0.0324 440,870 0.0126

3、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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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565,886 99.9550 1,146,620 0.0324 440,870 0.0126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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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578,386 99.9553 1,134,120 0.0321 440,870 0.0126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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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936,756 99.9655 1,216,620 0.0345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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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565,886 99.9550 1,146,620 0.0324 440,870 0.0126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0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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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394,696 99.9501 1,317,810 0.0373 440,870 0.012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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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382,196 99.9497 1,330,310 0.0377 440,870 0.0126

9、议案名称：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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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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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2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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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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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4议案名称：品种及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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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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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6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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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7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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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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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09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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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19,256 99.9706 1,034,120 0.0294 0 0.0000

10.10议案名称：公司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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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11议案名称：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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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12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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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0.13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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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19,256 99.9706 1,034,120 0.029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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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19,256 99.9706 1,034,120 0.029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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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永续中期票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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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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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06,756 99.9703 1,046,620 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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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22,419,943 98.7297 1,134,120 0.9146 440,870 0.3557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2,778,313 99.0188 1,216,620 0.9812 0 0.0000

7 关于支付2020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122,236,253 98.5816 1,317,810 1.0627 440,870 0.3557

8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议案

122,223,753 98.5715 1,330,310 1.0728 440,870 0.3557

9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1 发行规模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2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4 品种及债券期限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5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6 发行方式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7 担保事项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8 募集资金用途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09 上市安排 122,960,813 99.1659 1,034,120 0.8341 0 0.0000

10.10 公司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11 主承销商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12 承销方式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0.13 决议有效期 122,960,813 99.1659 1,034,120 0.8341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122,960,813 99.1659 1,034,120 0.8341 0 0.0000

12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3 关于注册发行永续中期票据的议案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14 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122,948,313 99.1559 1,046,620 0.844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2021年4月7日发出的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4月22日的会议资

料。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

载。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璇、邢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首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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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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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

申报发行工作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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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以深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特许经营权的深圳市福永、燕川、公明污水处理厂BOT特许经营项目及合肥十五里河首创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特许经营权的合肥市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PPP项目为标的资产的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申报发

行工作，具体详见公司临2020-065号公告。

公司根据陆续出台的公募REITs相关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并形成正式申报材料，于2021年4月28日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正式提交申报材料。

相较公司临2020-065号公告披露的上述公募REITs项目情况，公司进行了如下调整：1、取消原产品交易

结构中计划的私募基金管理架构，直接由专项计划持有项目公司100%股权；2、变更基金管理人和专项计划

管理人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最终项目信息及申报材料以上交所和证

监会审核后为准。

本次公司拟申报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事项尚需上交所的审核同意以及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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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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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2021年4月28日下午14：30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4月28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

时间为2021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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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8日上

午9:15－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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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4月2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4月28日下午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涛先生现场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839,192,4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52人， 代表公司股份454,875,876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204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3,808,5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1.6936%。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47人，代表股份21,067,30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04%；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0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21,732,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97%。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29,87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8.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6,7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7883%；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211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29,87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8.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6,7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7883%；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211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29,87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8.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6,7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7883%；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211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75,77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732,6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5%；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1年度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0,513,75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0410%；反对4,

362,02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9589%；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370,624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79.9283%；反

对4,362,02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20.071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为按揭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27,988,126股）、中国重型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155,000股）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同意21,610,1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4359%；反对122,

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563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10,1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4359%；反

对122,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563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75,776�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732,6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5%；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0,373,535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0102%；反对4,

479,94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9849%；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230,409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79.2832%；反

对4,479,94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20.6138%；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1031%。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454,829,87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686,75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99.7883%；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211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广新、祁辉

3、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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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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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会董事、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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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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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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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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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5月13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9．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223号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善。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4、《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0、《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1、《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12、《关于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议案》；

1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4、《关于调整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指一次性对全部进行表决 √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10.00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11.0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调整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开户确认单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开户确

认单、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出席人员应携带上述文件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2、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其他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或开户确认单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开户确认单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携带上述文

件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3、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或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件采取传真方式（025-87163326）登记（须在2021年5月19

日16:00前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

（二）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 13:00—14:00。

（三）登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223号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一帆

联系电话：025-87163306

联系传真：025-87163326

联系邮箱：hunagyf@dayedq.com

联系地点：公司会议室（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223号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211106

七、备查文件

1.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股东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2020年度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50670” ，投票简称为“大烨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总议案：指一次性对全部进行表决 100

议案1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议案3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3.00

议案4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4.00

议案5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00

议案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议案9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9.00

议案10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0.00

议案1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11.00

议案12 《关于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议案》 12.00

议案1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3.00

议案14 《关于调整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4.00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 对于每个议案，1.00代表议案一的议案编码，2.00代表议案二的

议案编码，以此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如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和分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并全权代为行使表

决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至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日止。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指一次性对全部进行表决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4.00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00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0.00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1.0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12.00 《关于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议案》

13.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4.00 《关于调整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委托方签名或盖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注册号)：

委托方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方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证券代码：00257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21－052

债券代码：124004� � � � � � � � � � �债券简称：中京定转

债券代码：124005� � � � � � � � � � �债券简称：中京定02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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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数量为94,605,80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18.5714%；

2、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4月30日；

3、因公司正在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将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目前总股本取2021年4月16

日股本数据。

一、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80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

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定向增发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9,585,

062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20年10月30日，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对象认购产品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1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58,506 119,999,997.30 6个月

2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泰汇金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49,377 49,999,992.85 6个月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国元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 1,999,998.75 6个月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38,589 32,999,997.45 6个月

4

广东恒航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广东恒航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788,381 129,999,991.05 6个月

5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107,883 169,999,990.15 6个月

6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君宜共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556,016 78,999,992.80 6个月

7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蔷薇致远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98,755 99,999,997.75 6个月

8 珠海市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聚隆定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58,854 46,499,190.70 6个月

9 广东金睿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睿和永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477,178 65,999,994.90 6个月

10 广州市天高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高集团有限公司 2,821,576 33,999,990.80 6个月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银河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4,107 4,989,989.35 6个月

财通基金玉泉银河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4,107 4,989,989.35 6个月

财通基金玉泉55号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8 20,000,083.90 6个月

财通基金玉泉弘龙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33,609 4,019,988.45 6个月

财通基金汇盈多策略分级8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14,937 4,999,990.85 6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长赢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9,875 9,999,993.75 6个月

财通基金玉泉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 1,999,998.75 6个月

财通基金理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4,937 4,999,990.85 6个月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987 999,993.35 6个月

财通基金慧创蚨祥裕己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2,987 999,993.35 6个月

财通基金博永宏域二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 1,999,998.75 6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4,937 4,999,990.85 6个月

财通基金文乔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987 999,993.35 6个月

财通基金-玉泉837号资产管理计划 248,962 2,999,992.10 6个月

财通基金证大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 1,999,998.75 6个月

财通基金言诺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987 999,993.35 6个月

12 朱炳复 朱炳复 1,000,000 12,050,000.00 6个月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25,311 23,199,997.55 6个月

14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659,751 19,999,999.55 6个月

15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泓德基金增睿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00,905 9,650,905.25 6个月

16 杭州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桭源鑫汇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298,755 99,999,997.75 6个月

17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睿郡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78,838 12,999,997.90 6个月

1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鑫远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8,755 3,599,997.75 6个月

兴证资管鑫远天府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8,962 2,999,992.10 6个月

兴证资管鑫远【2020018】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414,938 5,000,002.90 6个月

19 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玄元横琴2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983,402 47,999,994.10 6个月

20 杨林 杨林 4,979,253 59,999,998.65 18个月

合计 99,585,062 1,199,999,997.10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97,105,174股变更为496,690,236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上述限售股份未发生变化，仍为99,585,062�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至2021年4月16日，公司总股本变更情况如下：1、2020年12月7日公司对《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62,120股进行回购

注销，总股本减少。 2、2020年10月30日至2021年4月16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995,735股,�

总股本增加。 3、2021年3月12日，公司可转债转股11,890,835股，总股本增加。 综上，截至2021年4月16日，

公司股份总数由496,690,236股变更为509,414,686股。

二、本次申请解禁的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解禁相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实际控制人杨林先生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承诺履行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为2020年10月30日，截至2021年4月29日已满6个月，除实际控制人杨

林先生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共94,605,809股达到解锁条件。

2、 本次申请解禁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说明

1、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数量为94,605,8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57%。

2、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4月30日。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票的股东数为37名，证券账户总数为38户。

4、本次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对象认购产品名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股份质押股份数

（股）

1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58,506 9,958,506 -

2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泰汇金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49,377 4,149,377 -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国元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 165,975 -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738,589 2,738,589 -

4

广东恒航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恒航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788,381 10,788,381 -

5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107,883 14,107,883 -

6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君宜共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556,016 6,556,016 -

7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红塔红土蔷薇致远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298,755 8,298,755 -

8

珠海市聚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隆定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58,854 3,858,854 -

9

广东金睿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金睿和永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477,178 5,477,178 -

10 广州市天高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高集团有限公司 2,821,576 2,821,576 2,821,500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银河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414,107 414,107 -

财通基金玉泉银河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414,107 414,107 -

财通基金玉泉55号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8 1,659,758 -

财通基金玉泉弘龙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33,609 333,609 -

财通基金汇盈多策略分级8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414,937 414,937 -

财通基金天禧长赢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29,875 829,875 -

财通基金玉泉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5,975 165,975 -

财通基金理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4,937 414,937 -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2,987 82,987 -

财通基金慧创蚨祥裕己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82,987 82,987 -

财通基金博永宏域二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65,975 165,975 -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414,937 414,937 -

财通基金文乔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987 82,987 -

财通基金-玉泉837号资产管理计划 248,962 248,962 -

财通基金证大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65,975 165,975 -

财通基金言诺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2,987 82,987 -

12 朱炳复 朱炳复 1,000,000 1,000,000 -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25,311 1,925,311 -

14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659,751 1,659,751 -

15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泓德基金增睿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00,905 800,905 -

16

杭州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桭源鑫汇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298,755 8,298,755 -

17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睿郡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78,838 1,078,838 -

1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兴证资管鑫远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8,755 298,755 -

兴证资管鑫远天府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48,962 248,962 -

兴证资管鑫远【2020018】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414,938 414,938 -

19

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玄元横琴2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983,402 3,983,402 -

合计 94,605,809 94,605,809 2,821,500

注：1、上述个人股东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

2、上述股东中，广州市天高集团有限公司质押2,821,500股，其余股份不存在冻结及质押情形。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1,038,424 25.72 -94,605,809 36,432,615 7.15%

高管锁定股 20,771,311 4.08 0 20,771,311 4.08%

首发后限售股 110,267,113 21.65 -94,605,809 15,661,304 3.0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78,376,262 74.28 94,605,809 472,982,071 92.85%

三、总股本 509,414,686 100.00 0 509,414,686 100.00%

注：公司正在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将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上表变动前取2021年4月16日数

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履行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中的相关股票限售承

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京电子本次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