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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问询函回复（修订稿）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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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25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

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回

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

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其他相关文件。

根据深交所进一步的审核意见，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内容进行了修订，同

时结合2021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对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修订稿）》及其他相关文件。 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公开披露后，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

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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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李晓明家族成员、胜利精密及

其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李晓明家族成员、胜利精密及其子公司签署〈关于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

司和JOT� Automation� Ltd之收购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Paul� Xiaoming� Lee、

李晓华、Yan� Ma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2021年8月3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与李晓明家族成员、

胜利精密及其子公司签署〈关于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和JOT� Automation� Ltd之收购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9号）。

2、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李晓明家族

成员、 胜利精密及其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Yan� Ma回避表决。详见公司2021年9月16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司与李

晓明家族成员、胜利精密及其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2

号）。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1年10月26日刊载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5号）。

3、2021年10月29日，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完成了合资公司苏州捷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胜

科技” ）的设立和相关工商登记注册手续，详见公司2021年10月30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

于公司与李晓明家族成员、 胜利精密及其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171号）。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对捷胜科技应缴出资额人民币11,000.00万元的实缴义务；捷胜科技已向交易

对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交易定金人民币12,000.00万元。

公司将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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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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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11月5

日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11月23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1年11月23

日（星期二）下午14:00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2021年

11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2021年11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00人，代表股份6,215,859,225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3.03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4人， 代表股份3,606,331,79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97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6人，代表股份2,609,527,4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06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99人，代表股份2,790,040,448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9.318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3人， 代表股份180,513,01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24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6人，代表股份2,609,527,4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068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

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公司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

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189,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92％；反对46,638,2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3％；弃权3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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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370,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73％；反对46,638,2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16％；弃权3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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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0�公司关于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议案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05,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62％；反对46,778,7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186,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07％；反对46,778,7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66％；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2�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35,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67％；反对46,759,5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3％；弃权6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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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16,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18％；反对46,759,5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59％；弃权6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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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3�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35,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67％；反对46,759,5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3％；弃权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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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16,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18％；反对46,759,5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59％；弃权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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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4�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35,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67％；反对46,778,5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4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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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16,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18％；反对46,778,5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66％；弃权4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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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5�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8,905,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46％；反对46,889,1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43％；弃权6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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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086,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71％；反对46,889,1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06％；弃权6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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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6�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52,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70％；反对46,742,1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0％；弃权6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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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34,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24％；反对46,742,1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53％；弃权6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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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7�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44,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68％；反对46,661,9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7％；弃权1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25,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21％；反对46,661,9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24％；弃权1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8�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9,021,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65％；反对46,655,8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6％；弃权1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3,20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13％；反对46,655,8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22％；弃权1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3.00�公司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8,643,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04％；反对46,480,7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78％；弃权7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2,824,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77％；反对46,480,7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60％；弃权7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4.00�公司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8,703,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14％；反对46,420,7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68％；弃权7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2,884,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98％；反对46,420,7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38％；弃权7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5.00�公司关于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8,639,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03％；反对46,429,7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70％；弃权7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2,821,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76％；反对46,429,7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41％；弃权7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6.00�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8,675,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09％；反对46,448,7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73％；弃权7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2,857,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89％；反对46,448,7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48％；弃权7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7.00�公司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8,734,7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19％；反对46,215,36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35％；弃权9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2,915,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10％；反对46,215,36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64％；弃权9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8.00�公司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380,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22％；反对53,381,44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88％；弃权62,096,9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4,562,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610％；反对53,381,44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33％；弃权62,096,9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5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9.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87,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1％；反对44,137,6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1％；弃权7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68,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17％；反对44,137,6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0％；弃权7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0.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95,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2％；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4％；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7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0％；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8％；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1.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95,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2％；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4％；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7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0％；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8％；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2.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95,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2％；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4％；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7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0％；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8％；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3.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95,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2％；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4％；弃权6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76,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0％；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8％；弃权6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4.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规则》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95,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2％；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4％；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7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0％；反对44,217,8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8％；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5.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1,045,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90％；反对44,168,3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6％；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226,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38％；反对44,168,3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31％；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6.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1,045,3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90％；反对44,168,3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6％；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226,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38％；反对44,168,3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31％；弃权6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7.00�公司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78,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80％；反对44,168,3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6％；弃权7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160,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14％；反对44,168,3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31％；弃权7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8.00�公司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5,732,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27％；反对59,414,8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59％；弃权7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9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449％；反对59,414,86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295％；弃权7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19.00�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9.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江南春(JIANGNANCHUN)

同意股份数：5,874,668,991股

19.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微微

同意股份数：5,498,075,495股

19.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嵇海荣

同意股份数：5,914,390,53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9.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江南春(JIANG� NANCHUN)

同意股份数：2,448,850,214股

19.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微微

同意股份数：2,072,256,718股

19.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嵇海荣

同意股份数：2,488,571,755股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0.00�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光华

同意股份数：6,160,325,218股

20.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殷可

同意股份数：6,160,190,423股

20.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爱明

同意股份数：6,160,013,385股

20.04.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叶康涛

同意股份数：6,160,644,32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光华

同意股份数：2,734,506,441股

20.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殷可

同意股份数：2,734,371,646股

20.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爱明

同意股份数：2,734,194,608股

20.04.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叶康涛

同意股份数：2,734,825,543股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1.00�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1.01.候选人：监事候选人：杭璇

同意股份数：6,093,834,538股

21.02.候选人：监事候选人：林南

同意股份数：6,162,336,81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1.01.候选人：监事候选人：杭璇

同意股份数：2,668,015,761股

21.02.候选人：监事候选人：林南

同意股份数：2,736,518,042股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议案22.00�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08,4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68％；反对44,179,11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7％；弃权7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08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89％；反对44,179,11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35％；弃权7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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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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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1月23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1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

事7名，实到7名。本次会议由董事江南春(JIANG� NANCHUN)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

议案》，同意选举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孔微微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

案》，同意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7人）：江南春(JIANG� NANCHUN)、孔微微、嵇海荣、张光华、殷可、蔡爱明、叶康涛，

提议召集人为江南春(JIANG� NANCHUN)；

2、审计委员会（3人）：叶康涛、张光华、殷可，提议召集人为叶康涛；

3、提名委员会（3人）：殷可、蔡爱明、江南春，提议召集人为殷可；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张光华、叶康涛、孔微微，提议召集人为张光华。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

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聘任孔微微女士为公司副总裁、首席财务

官、董事会秘书，聘任嵇海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

后），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孔微微女士的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

办公电话：021-22165288

办公传真：021-22165288

电子邮箱：FM002027@focusmedia.cn

四、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关联董事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孔微微女士、

嵇海荣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

林南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林南女士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

办公电话：021-22165288

办公传真：021-22165288

电子邮箱：ln002027@focusmedia.cn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

凌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内审部负责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江南春(JIANGNANCHUN)先生：新加坡国籍，48岁，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江南春先生2003

年创立分众传媒，是中国最早提出生活圈媒体理念的先行者之一，现任分众传媒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

官。 江南春先生通过MediaManagementHongKongLimited间接持有公司3,425,818,777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23.72%，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江南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孔微微女士：中国国籍，39岁，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6年加入分众传媒，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曾先后就职于中银基金研

究部、招商证券研究中心、工银瑞信基金研究部。 孔微微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306%，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嵇海荣先生： 中国国籍，50岁， 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日本国立爱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2005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市场公关部总监、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 嵇海荣先生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0.0010%，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林南女士：中国国籍，34岁，获经济学、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2016年1月起在分众传媒任职，现任公司

监事、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与投资管理部总监；曾任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

代表。 林南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0.0045%，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凌蓉：中国国籍，36岁，获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CICPA）、国际注册

内部审计师（CIA）等专业资质。 2011年加入分众传媒，现任公司内审总监；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事审计工作。 凌蓉女士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0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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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1月23日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1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

名，实到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何培芳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何培芳

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备查文件：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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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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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94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已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将书面回复材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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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修订

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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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

10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相关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披露了《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

券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于2021年10月22日披露了《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等问询函回复文件；于2021年11月4日披露了《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2021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更新版）》、《关于江苏

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修订稿）

（2021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更新版）》等问询函回复文件。

公司本次提交的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根据《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等要求进行了

相应的补充。 现将本次补充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

序号 章节 标题 补充或更正情况的说明

1 重大事项提示 五、特别风险提示

根据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新增了公司目前智能超导磁

混凝成套装备核心部件生产主要依靠外协加工风险和存在核

心部件知识产权被模仿风险的表述， 修改了产能消化风险的

表述

2 第一节 释义 一般释义

新增了邯郸钢铁、金光能源、偃师市污水处理厂、沃尔德斯、精

瑞科迈的释义

4

第三节 风险因素

二、经营风险 根据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修改了产能消化风险的表述

5

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风险

根据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新增了公司目前智能超导磁

混凝成套装备核心部件生产主要依靠外协加工风险的表述

6

八、 存在核心部件

知识产权被模仿的

风险

根据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新增了存在核心部件知识产

权被模仿风险的表述

7

第四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 公司科技创新

水平及保持科技创

新能力的机制或措

施

新增了邯郸钢铁、金光能源、偃师市污水处理厂等非电行业知

名客户的表述

8

八、 公司主要业务

的有关情况

更新了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申请并已受理的发明专

利数量；新增了邯郸钢铁、金光能源、偃师市污水处理厂等非

电行业知名客户的表述

9

九、 与产品有关的

技术情况

更新了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 工业废水电子絮凝处理技术

正在申请并已受理中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名称； 更新了截至募

集说明书签署日， 高难废水零排放技术正在申请并已受理中

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名称

二、其他申请文件的修订

证券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尽职调查报告等文件均相应进行了更新修订。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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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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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猛狮科技” ）截至2020年12月

31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也已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对公司

进行重整的申请且已于2021年8月进入预重整程序，公司可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的情况发生了较

大变化，不再具备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经审慎研究，并经各方协商一致，交易各方决定终止

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筹划向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蚌埠” ）、中建材

浚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浚鑫” ）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

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产以及光伏发电站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具体如下：

2018年9月11日，公司与中建材蚌埠签署了《资产购买框架协议》，公司拟向中建材蚌埠及其关联

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产以及光伏发电站运营维护等相关

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8-122）。

2019年1月8日，公司与中建材浚鑫签署了《资产购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向中建材浚鑫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拥有的从事光伏发电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

布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2018年12月22日，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 ）、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交通集团” ）、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诏安金都” ）签

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凯盛科技拟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机构备案后的资产作为出资参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漳州交通集团及诏安金都拟以现金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等事项。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发布的《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7）。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一）主要历程

1、公司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8年9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8-122）。

2、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7日、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

29日、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27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8、2018-132、2018-139、2018-144、2018-149、2018-154、2018-159），积极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3、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发布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7），披露了

《合作协议》的签署情况。

4、经过进一步商讨、论证，公司拟增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5、 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3日、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27日、2019年3月13日、2019年3月27

日、2019年4月1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2019-012、

2019-015、2019-025、2019-027、2019-035），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6、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暨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8），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

问，公司已聘请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推进相关

工作。

7、 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14日、2019年5月28日、2019年6月12日、2019年6月26日、2019年7月10

日、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7日、2019年8月21日、2019年9月4日、2019年9月19日、2019年10月10

日、2019年10月24日、2019年11月7日、2019年11月21日、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19日、2020年1

月3日、2020年1月17日、2020年2月8日、2020年2月22日、2020年3月7日、2020年3月21日、2020年4月7

日、2020年4月21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22日、2020年6月5日、2020年6月19日、2020年7月7日、

2020年7月21日、2020年8月4日、2020年8月18日、2020年9月1日、2020年9月15日、2020年9月29日、

2020年10月21日、2020年11月5日、2020年11月19日、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17日、2020年12月

31日、2021年1月15日、2021年1月29日、2021年2月18日、2021年3月4日、2021年3月18日、2021年4月1

日、2021年4月16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19日、2021年6月2日、2021年6月17日、2021年7月1

日、2021年7月15日、2021年7月29日、2021年8月12日、2021年8月26日、2021年9月9日、2021年9月28

日、2021年10月19日、2021年11月2日、2021年11月1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公 告 编 号 ：2019-058、2019-064、2019-067、2019-072、2019-075、2019-086、2019-089、

2019-094、2019-102、2019-107、2019-109、2019-113、2019-126、2019-132、2019-148、

2019-170、2020-005、2020-013、2020-020、2020-022、2020-034、2020-041、2020-049、

2020-053、2020-064、2020-069、2020-075、2020-079、2020-094、2020-099、2020-101、

2020-107、2020-118、2020-127、2020-130、2020-140、2020-148、2020-150、2020-153、

2020-158、2020-162、2021-002、2021-003、2021-010、2021-016、2021-021、2021-034、

2021-044、2021-062、2021-071、2021-081、2021-087、2021-093、2021-100、2021-104、

2021-112、2021-116、2021-127、2021-130、 2021-132、2021-136、2021-137），继续积极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在筹划并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与

有关各方进行商讨、论证。 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全面开展对标的公

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筹划和推进期间，公司按照有关要求定期披露相关公告，并充分提示广大投

资者注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鉴于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也已向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且已于2021年8月进入预重整程序， 公司可能进入破产

重整程序，公司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具备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经审慎研究，并经各

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中建材蚌埠、中建材浚鑫分别签订了《〈资产购买框架协议〉之解除协议》，解除《资产购买

框架协议》，协议双方不再推进资产重组事宜，各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亦无需承担任何损失赔偿责任。

《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亦不再推进。

四、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处于筹划阶段，交易相关方均未就具体方案最终达成实质性协议，交易各

方对终止本次交易也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承诺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六、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

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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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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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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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披露诉讼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一）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与猛狮新能源科技（河

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猛狮科技”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与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1年5月18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

站上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

2、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情况如下：

（1）被告猛狮科技应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本金137,000,000元、利

息7,999,521.01元、复利282,236.56元以及逾期罚息、复利(其中，第一笔贷款的逾期罚息以3,700万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9.975%标准，自2019年6月2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复利以2,529,896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9.975%标准，自2019年6月2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第二笔贷款的逾期罚息以1亿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975%标准，自2019年4月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复利以162,644.36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9.975%标准，自2019年4月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被告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陈乐伍应对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猛狮科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被告代为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猛狮科技追偿；

（3）被告陈再喜、陈银卿应对本判决第（1）项确定的被告猛狮科技的债务，在继承陈乐强的遗产

范围内，向原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0,001.21元、保全费5,000元，总计855,001.21元，由原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负担86,

022.78元，由被告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陈乐伍、陈再喜、陈银卿

共同负担768,978.45元，其中被告陈再喜、陈银卿仅在继承陈乐强的遗产范围内负担受理费。 原告已向

本院预缴案件受理费，扣除应收取的部分，其余予以退回。 各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缴纳，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 ）与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技术研究院” ）的居间合同纠纷

1、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新技术研究院与深圳高新投的居间合同纠纷，深圳高新投向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31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

2、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情况如下：

（1） 被告深圳新技术研究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高新投支付垫付

款27,096,224.67元及利息 （利息以垫付款 27,096,224.67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自

2020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 被告深圳新技术研究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高新投支付律师

费80,000元、保全保险费13,913.27元；

（3）被告汕头市猛狮凯莱酒店有限公司、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广东猛狮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猛狮科技、陈乐伍、林少军、陈再喜对判项（1）（2）确定的被告深圳新技术研究院的债务向

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际清偿后，可按照各自实际清偿的数额向被告深圳新技术研究院追偿；

（4）驳回原告深圳高新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0,501.1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5,501.12元，由原告负担371.8元，被告深圳新技

术研究院、汕头市猛狮凯莱酒店有限公司、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猛狮科技、陈乐伍、林少军、陈再喜共同负担95,129.32元。 原告已预交的95,129.32元，由本院予

以退回。 各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 90,148.79元、保全费4,980.53

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 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二、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前期已综合考虑有关情况，按照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相关利息、复利和罚息等，

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2021年11月22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共41起，涉案金额共约9,

943.8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2、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2021/11/24

星期三

A24

Disclo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