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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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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决定于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

30点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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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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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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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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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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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

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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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1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

4、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5、审议《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6、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审议《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

特别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议案7须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其余议案均

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议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不涉及累计投票议案，设总议案。 议案编码如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 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 √

4.00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5.00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6.00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7.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8.00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股东登记：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2、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30；2021年5月18日下午14：00～

14:30；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1年5月18日中午12:00之前送达或传真（0755-26727575）到公司。

4、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19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

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19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518057

联系电话：0755-26727600

联系传真：0755-26727575

联 系 人：王亚丽

2、会议材料备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

4、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费用自理。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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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入场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决议。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执》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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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350042

2、投票简称：朗科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不涉及累积投票议案。 对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或“弃权”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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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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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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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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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 ___� _� __� 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

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

单位承担。

议案编码 议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

4.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00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6.00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7.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00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00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0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1.00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2.00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00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

委托人签字（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附件三：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执

致：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月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2021年5月18日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传真：0755-26727575）交回本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19楼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518057。 股东也可以于会议当天现场

提交回执。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要的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

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4、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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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民东路211号1号栋9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选祥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7,938,9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203%。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9,867,9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921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071,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91%。

3.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071,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991%。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

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王选祥先生、陈泽吕先生、李希山先生、李中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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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黄王选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29,4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61,5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80%。

根据表决结果，王选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陈泽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64,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96,5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80%。

根据表决结果，陈泽吕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李希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29,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61,5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80%。

根据表决结果，李希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李中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29,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61,5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80%。

根据表决结果，李中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甘亮先生、郑武生先生、戴塔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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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甘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54,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86,5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00%。

根据表决结果，甘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郑武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54,4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86,5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00%。

根据表决结果，郑武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戴塔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89,4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221,5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28%。

根据表决结果，戴塔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尹灏先生、刘金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员工

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梁荣周先生共同组成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最近二

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尹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40,2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72,3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05%。

根据表决结果，尹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选举刘金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27,068,4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200,5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91%。

根据表决结果，刘金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关于放弃合作开发主体机会的议案》

关联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陈泽吕先生在表决此项议案时予以了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47,306,5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45%；反对889,471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5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81,56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97%；反对889,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关于公司拟与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行业培育协议书〉的议案》

关联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陈泽吕先生在表决此项议案时予以了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47,306,5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45%；反对889,471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5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7,181,56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97%；反对889,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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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4日在长沙召开。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5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所有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

王选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选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

历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王选祥、陈泽吕、李中平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王选祥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甘亮、李希山、郑武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甘亮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选举戴塔根、陈泽吕、甘亮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戴塔根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选举郑武生、王选祥、戴塔根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郑武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李希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

件）。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李中平先生、崔文先生、王文松先生、黄建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聘任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

1.�聘任李中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聘任崔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聘任王文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聘任黄建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五、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湛飞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

件）。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王文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

附件）。

王文松先生2007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

电话：0731-82290893，传真：0731-82290893，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民东路211号1号栋9楼，邮编：

410100，电子信箱：hngold_security@126.com。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谭伟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

谭伟宏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

电话：0731-82290893，传真：0731-82290893，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民东路211号1号栋9楼，邮编：

410007，电子信箱：hngold_security@126.com。

八、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梁荣周先生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4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长简历

王选祥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王选祥，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曾任国防科技大学军事教研室正营职教员、科研部

工程师、信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湖南省国资委办公室党委办副主任、调研员、省政府派驻国资委监事会二办处长，

湖南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王选祥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李希山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李希山，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选矿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选矿厂副厂长、厂长、采供中心主

任，湘安钨业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李希山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88,584股，其配偶持有本公司股份1,274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二）李中平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李中平，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湘西金矿团委副书记、选矿厂厂

长、工会主席、副矿长、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

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8,2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三）崔文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崔文，男，1966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生产发展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湘安钨业经理，沃溪

坑口坑长，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8,2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四）湛飞清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湛飞清，男，196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贸促会湖南分会财务部副部长、湖南省利达国

际贸易总公司财务处长、湖南长城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主任、湖南同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现任

本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兼资产财务部部长，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黄

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8,2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五）王文松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王文松，男，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自2007年起历任公司董秘办主任、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兼证券部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六）黄建旗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黄建旗，男，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采矿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南宝山铅锌银矿五工区副区长、区长、副矿

长，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兼安全总监、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黄建旗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22,7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三、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梁荣周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梁荣周，男，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历任公司审计法律事务部专干、审计法律事务

部主管。 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谭伟宏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谭伟宏，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长沙中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经理、湖南三方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湖南晟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沙君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证券部副部长，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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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4日在长沙召开。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5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有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监事刘金莲女

士因工作出差委托监事梁荣周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会议由监事尹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了以下议案：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尹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4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尹灏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尹灏，男，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 历任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交易中心工会副主席、湖南黄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部副部长、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南黄金集团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现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财鑫好望谷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无在其

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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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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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

一、更正内容

经事后核查，现对《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部分内容更

正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

入与成本中的（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医疗耗材

销售量 件 185,484,724 180,082,257 3.00%

生产量 件 185,032,727 178,775,582 3.50%

库存量 件 7,154,682 7,606,679 -14.66%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医疗耗材

销售量 件 185,484,724 180,082,257 3.00%

生产量 件 185,032,727 178,775,582 3.50%

库存量 件 7,154,682 7,606,679 -5.94%

（二）《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

入与成本中的（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

更正前：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121,567,817.7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58.6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0.00%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 PTY�

LTD

418,558,193.38 21.87%

2 MEDLINE�INTERNATIONAI�B.V. 366,158,168.78 19.13%

3 MEDLINE�INDUSTRIES�INC 227,693,274.13 11.90%

4 GUARDIAN 75,731,977.77 3.96%

5 安徽天歌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33,426,203.64 1.75%

合计 -- 1,121,567,817.70 58.61%

更正后：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246,247,565.35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6.03%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0.00%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安徽富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8,851,663.53 5.13%

2 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 59,503,664.48 3.87%

3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45,978,122.88 2.99%

4 江苏淼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 32,643,193.67 2.13%

5 SAAF�ADVANCED�FABRICS 29,270,920.79 1.91%

合计 -- 246,247,565.35 16.03%

（三）《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5、现

金流” 。

更正前：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00,324,505.81 1,900,280,868.79 47.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02,788,793.31 1,760,402,110.78 3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7,535,712.50 139,878,758.01 256.6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5,964,657.03 541,400,229.96 -17.6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4,560,405.31 1,071,639,753.23 -44.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595,748.28 -530,239,523.27 71.9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9,571,938.35 1,305,453,773.01 -73.2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4,659,307.41 653,488,503.36 -59.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12,630.94 651,965,269.65 -86.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3,567,792.12 263,593,870.30 56.90%

更正后：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00,324,505.81 1,900,280,868.79 47.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02,788,793.31 1,760,402,110.78 3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7,535,712.50 139,878,758.01 255.6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5,964,657.03 541,400,229.96 -17.6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4,560,405.31 1,071,639,753.23 -44.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595,748.28 -530,239,523.27 71.9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9,571,938.35 1,305,453,773.01 -73.2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4,659,307.41 653,488,503.36 -59.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12,630.94 651,965,269.65 -86.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3,567,792.12 263,593,870.30 56.90%

（四）《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八节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二、累计转股情

况” 。

更正前：

转债简称

转股起止

日期

发行总量

（张）

发行总金额

累计转股金

额（元）

累计转股

数（股）

转股数量

占转股开

始日前公

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

的比例

尚未转股金

额(元)

未转股金

额占发行

总金额的

比例

尚荣转债

2019年01

月08日

7,500,

000

75,000,

000.00

5,592,

102.00

114,354,

436

16.20%

1,907,

898.00

25.44%

更正后：

转债简称

转股起止

日期

发行总量

（张）

发行总金额

累计转股金

额（元）

累计转股

数（股）

转股数量

占转股开

始日前公

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

的比例

尚未转股金

额(元)

未转股金

额占发行

总金额的

比例

尚荣转债

2019 年 8

月21日

7,500,

000

750,000,

000.00

559,210,

200

114,354,

436

16.20%

190,789,

800

25.44%

（五）《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八节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五、报告期末公司

的负债情况、资信变化情况以及在未来年度还债的现金安排

中的（三）偿债能力指标” 。

更正前：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同比增减（%）

流动比率 2.51 2.48 0.03

速动比率 2.16 2.18 -0.02

利息保障倍数 130.49 14.32 811.24%

资产负债率 17.98% 40.34% -12.36%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

说明：本报告期利息保障倍数增长811.24%，主要系因疫情影响，公司一次性医疗防护用品

的市场需求骤增，价格上涨，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大比例增长所致。

更正后：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同比增减（%）

流动比率 251% 248% 3

速动比率 216% 218% -2

利息保障倍数 22.70 6.86 1,583.49

资产负债率 27.98% 40.34% -12.36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

说明：本报告期利息保障倍数增加1,583.49个百分点，主要系因疫情影响，公司一次性医疗

防护用品的市场需求骤增，价格上涨，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大比例增长所致。

（六）《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2020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二、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和《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的“2020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二、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 。

更正前：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37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医用工

程”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中泰华翰建筑设计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泰华翰”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0.00 60.00

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

荣后勤”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荣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昶科技”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布兰

登”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健

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0.00 60.00

南昌尚荣广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荣广

锐”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尚

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尚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普尔

德” ）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5.00 55.00

安徽瑞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瑞洁”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六安尚荣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六安尚

荣”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庐江百士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庐江百士

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普尔德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普尔

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深圳市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普尔

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尚德无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尚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合肥科尔曼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科

尔曼”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普尔德医用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

材料”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SINO� PROTECTION (YANGON)NON-WOVEN�

PRODUCTS�COMPANY�LIMITED（以下简称“SINO�

YANGON” ）

控股孙公司 三级 55.00 55.00

香港尚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尚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控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合肥普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普尔德卫

材” ）

控股孙公司之子

公司

三级 35.75 35.75

香港普尔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实业” ）

控股孙公司之子

公司

三级 46.75 46.75

尚荣集团兰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兰卡”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锦洲医

械” ）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6.21 66.21

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荣投

资”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康

源”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1.00 51.00

尚荣仁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尚荣仁艾”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0.00 60.00

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医

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6.70 66.70

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医

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2.02 52.02

重庆尚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尚荣”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100.00 80.00

深圳市尚荣天怡医疗健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天

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1.00 51.00

安徽金寨尚荣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寨尚

荣”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尚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安徽尚荣健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荣健

亚”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安佳荣")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合肥尚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物业”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更正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37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医用工

程”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中泰华翰建筑设计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泰华翰”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0.00 60.00

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

荣后勤”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荣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昶科技”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布兰

登”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健

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0.00 60.00

南昌尚荣广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荣广

锐”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尚

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尚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普尔

德” ）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5.00 55.00

安徽瑞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瑞洁”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六安尚荣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六安尚

荣”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庐江百士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庐江百士

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普尔德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普尔

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深圳市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普尔

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尚德无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尚德”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合肥科尔曼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科

尔曼”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普尔德医用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

材料”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SINO� PROTECTION (YANGON)NON-WOVEN�

PRODUCTS�COMPANY�LIMITED（以下简称“SINO�

YANGON” ）

控股孙公司 三级 55.00 55.00

香港尚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尚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控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合肥普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普尔德卫

材” ）

控股孙公司之子

公司

三级 35.75 35.75

香港普尔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实业” ）

控股孙公司之子

公司

三级 46.75 46.75

尚荣集团兰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兰卡”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锦洲医

械” ）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6.21 66.21

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荣投

资”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康

源”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1.00 51.00

尚荣仁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尚荣仁艾”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0.00 60.00

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医

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66.70 66.70

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医

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2.02 52.02

重庆尚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尚荣”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80.00 80.00

深圳市尚荣天怡医疗健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天

怡”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1.00 51.00

安徽金寨尚荣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寨尚

荣” ）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尚荣” ）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安徽尚荣健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荣健

亚”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安佳荣")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合肥尚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物业” ）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六）《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2020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

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的注释42.销售费用” 和《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的“2020年度财务报

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的注释42.销售费用” 。

更正前：

注释42.销售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17,753,081.09 10,795,911.71

售后服务费 3,435,828.46 6,274,184.08

办公费及水电费等 1,844,753.81 3,196,883.26

业务招待费 5,950,639.41 501,781.37

投标费用 1,643,864.30 2,797,571.43

差旅费 2,289,376.37 1,600,754.18

包干费及报关费 24,519,889.08 31,983,296.03

广告展览费 473,279.80 1,066,346.36

佣金 23,829,586.55 ---

其他 7,897,407.60 6,389,310.13

合计 89,637,706.47 64,606,038.55

更正后：

注释42.销售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17,753,081.09 10,795,911.71

售后服务费 5,950,639.41 501,781.37

办公费及水电费等 1,643,864.30 2,797,571.43

业务招待费 1,844,753.81 3,196,883.26

投标费用 2,289,376.37 1,600,754.18

差旅费 3,435,828.46 6,274,184.08

包干费及报关费 24,519,889.08 31,983,296.03

广告展览费 473,279.80 1,066,346.36

佣金 23,829,586.55 ---

其他 7,897,407.60 6,389,310.13

合计 89,637,706.47 64,606,038.55

二、更正原因

1、因工作人员失误，导致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部分数

据编写错误。

本次更正不对已经披露的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结果和资产状况产生影响， 由于此次因工

作人员失误造成定期报告更正给投资者和定期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更正后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将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19� � � � �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5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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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芦花路2号公司研发楼四楼视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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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34,5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2,93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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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5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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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健益女士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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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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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34,5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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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02,934,5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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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31,848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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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

度对外担保预计的

议案

26,095,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设立合资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26,095,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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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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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明、李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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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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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4�日（周一）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 年 4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www.sse.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

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 2021�年 5�月 24�日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0� 年度业绩

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与地点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周一）上午 10:00-11:00� 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丁林洪先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敏红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先正

红女士、公司财务总监吴洪艳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在 2021�年 5�月 24�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

中心” 网络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的要求， 现就

2020�年度业绩情况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在 2021�年

5� 月 20� 日 17:00� 时前通过电话 （0851-84396315）或电子邮件（sjt_zqb@163.com）向公司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佩君

联系电话：0851-84396315

传真号码：0851-84391503

电子邮箱：sjt_zqb@163.com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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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5月11日、 5月12日、 5月

1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5月14日公司股价继续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

票波动较大，现就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票市盈率及换手率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化肥和医药制造。 截至2021年5月14日收盘， 化肥行业可比静态市盈率平均值为

53.48，医药制造行业可比静态市盈率平均值为45.42，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30.93，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2日、2021年5月13日、2021年5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股份剔除大盘

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较大，最近交易日换手率分别达到4.83%、5.21%、12.66%，高于公司股票

异动前20个交易日日平均换手率1.25%的水平。

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及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于2021年6月5日～2021年12月4日通

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不超过33,862,684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16,322,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0%，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量为456,826,840股,�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88.48%，占公司总股本的26.98%。

三、市场传闻及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有投资者及炒股软件将公司列为“医美概念” 股，经公司核查，公司目前无“医美” 产品

生产。

四、重大资产出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拟出售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由于

交易对方尚未确定，能否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受让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化工资产

出售存在流拍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