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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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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

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和2017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包括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产品（即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满

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含本

数），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并于2018年7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增加25,000万元，投资品种仅限于购买商业银行的

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有效期的到期期限与上述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的理财额度的到期期限一致（即有效期为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5月9日）。现将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人民

币）

预计年化收益率 购买日 产品期限 关联关系说明

1

中国银行深

圳福永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

民币按期开放理

财产品

保证收益型 8,000 3.4%

2019年3月

13日

2019年3月13日

-2019年4月18日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

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投资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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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

资金安全。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与相关银行保持密切联系，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

核算工作；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理财产品的购

买及相关损益情况。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进展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购买日 产品期限 进展情况

1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2018年对公结

构性存款统发

第三十七期产

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4.50%

2018年4月8

日

2018年4月8日-2018年7月

8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112,

583.33元

2

工商银行深

圳龙华支行

保本“随心E”

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3.8%

2018年4月9

日

2018年4月10日-2018年5

月8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30,

191.78元

3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2,000 4.65%

2018年4月

10日

2018年4月10日-2018年7

月10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2,550,

493.15元

4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4.8%

2018年6月

11日

2018年6月12日-2018年8

月16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346,

666.67元

5

宁波银行深

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6,000 4.3%

2018年7月5

日

2018年7月5日-2018年9月

5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1,168,

657.53元

6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4.60%

2018年7月9

日

2018年7月9日-2018年10

月9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115,000

元

7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3,000 4.65%

2018年7月

11日

2018年7月11日-2018年10

月9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2,637,

123.29元

8

宁波银行深

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 4.30%

2018年7月

13日

2018年7月13日-2018年10

月15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332,

219.18元

9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产品

代码：

FGDA18638L）

保本策略

型

7,500 4.80%

2018年7月

16日

2018年7月17日-2018年9

月17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620,000

元

10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产品

代码：

FGDA18639L）

保本策略

型

9,000 4.80%

2018年7月

16日

2018年7月17日-2018年9

月17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744,000

元

11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产品

代码：

FGDA18656L）

保本策略

型

2,000 5.30%

2018年7月

31日

2018年8月1日-2019年1月

31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538,

833.33元

12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产品

代码：

FGDA18721L）

保本策略

型

4,000 5.10%

2018年8月

17日

2018年8月20日-2019年2

月21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1,048,

333.33元

13

宁波银行深

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

款88110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6,000 3.6%

2018年9月6

日

2018年9月6日-2018年10

月9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520,

767.12元

14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产品

代码：

FGDA18821L）

保本策略

型

7,500 5.15%

2018年9月

19日

2018年9月20日-2019年3

月19日

履行中

15

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服务业务（产品

代码：

FGDA18822L）

保本策略

型

5,500 4.80%

2018年9月

19日

2018年9月20日-2018年12

月13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616,000

元

16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3,000 3.85%

2018年10月

10日

2018年10月10日-2019年1

月10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2,231,

945.20元

17

宁波银行深

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

款88144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4.00%

2018年10月

16日

2018年10月16日-2019年1

月16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504,

109.59元

18

广东华兴银

行深圳南头

支行

单位客户智能

存款

固定收益

型

3,400 3.5%

2018年10月

31日

2018年10月31日-2018年

11月20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65205.48

元

19

广东华兴银

行深圳南头

支行

单位客户智能

存款

固定收益

型

1,500 3.6%

2018年10月

31日

2018年10月31日-2018年

12月20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75,

860.93元

20

广东华兴银

行深圳南头

支行

单位客户智能

存款

固定收益

型

2,000 4.2%

2018年10月

31日

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

月30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209,

424.66元

21

广东华兴银

行深圳南头

支行

单位客户智能

存款

固定收益

型

6,500 4.5%

2018年10月

31日

2018年10月31日-2019年3

月11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1,049,

794.52元

22

广东华兴银

行深圳南头

支行

单位客户智能

存款

固定收益

型

1,500 4.2%

2018年11月

22日

2018年11月22日-2019年2

月25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163,

972.60元

23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9,000 3.75%

2019年1月

15日

2019年1月15日-2019年2

月15日日

已全部赎回，获得

理财收益286,

643.84元

24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4,000 4.15%

2019年1月

15日

2019年1月15日-2019年4

月16日日

履行中

25

宁波银行深

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

款890439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3.8%

2019年1月

16日

2019年1月16日-2019年4

月16日

履行中

26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000 3.77%

2019年2月

19日

2019年2月19日-2019年4

月16日日

履行中

27

平安银行深

圳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3.8%

2019年2月

26日

2019年2月26日-2019年4

月29日日

履行中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0日、2018

年7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公

告》（2018-037） 及 《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2018-060）。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

2、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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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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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上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被上诉人

●涉案金额2,225.76万元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近日，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闽民终157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9月27日，公司正式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兰州荣辉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荣辉” ）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3,187.76万元，并要求

陈灿文、仲瑾、陈灿明、陈淑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0月11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正式受理该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1月11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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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2016-052” 号公

告。

2018年7月30日，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兰州荣辉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开

审理，并出具（2016）闽02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兰州荣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货款22,257,590.45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1截止2016年9月27日，资金占

用费共计4,625,008.68元；2自2016年9月28日起，以货款本金15,245,843.01元为基数，按日万分

之五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付款之日，以2015年新增货款本金7,011,747.44元为基数，按日万

分之二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付款之日）；2. �陈灿文对兰州荣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后，有权向兰州荣辉追索；3.仲瑾、陈灿明、陈淑真对兰州荣辉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范围以2,500万元为限， 仲瑾、陈灿明、陈淑真在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之后，有权向兰州荣辉追索；4.如兰州荣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本案件受理费201,188元，由兰州荣辉、仲瑾、陈灿

明、陈淑真负担169,663元，公司负担31,52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0月23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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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2018-069”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公司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

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内容如下：

1.请求依法将一审判决第一项中资金占用费部分改判为“兰州荣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公司相应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计算方式如下：1、自2014年3月31日起截止

2016年9月27日，资金占用费共计9,613,720.76元；2、自2016年9月28日起，以货款本金15,245,

843.01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付款之日， 以2015年新增货款本金7,

011,747.44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付款之日】。

2.�由兰州荣辉、陈灿文、仲瑾、陈灿明、陈淑真承担全案诉讼费用。

（二）兰州荣辉、陈灿文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986号民事判

决书，同时也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3月1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件。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履行完毕， 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

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2019-008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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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8日及2019年1月16日，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

别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告的《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协议及方案的要求正在积极组织实施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收到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此后交易双方

及各标的公司积极办理产权交割相关事宜。

2.2019年2月20日，山东鲁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晶实业” ）向公司出具《山

东鲁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以下简称“《股东出资证明书》” ）和《山东鲁

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自《股东出资证明书》出具之日起，公司即持有鲁晶实业

60%的股份，鲁晶实业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2019年2月26日，山东肥城精制盐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精制盐厂” ）100%股权

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肥城精

制盐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2019年3月5日，山东东岳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岳盐业”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

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东岳盐业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5.2019年3月11日，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岳制盐” ）100%股权已过户至

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岱岳制盐成为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6.2019年3月13日，山东省盐业集团鲁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盐经贸” ）100%股

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鲁盐

经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2019年3月14日，山东省盐业集团东方海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盐” ）100%股

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东方

海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9年1月30日，山东寒亭第一盐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亭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

至东方海盐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寒亭公司100%股权交割随东方海盐本

次工商变更一并完成。

8.2019年3月14日，山东盐业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商务” ）100%股权

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电子商

务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待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积极推进山东鲁晶制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事宜。

2.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并

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产权交易合同》中关于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后续实施工作，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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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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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3月14日至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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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5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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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下午15:00至3月15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C区会议中心（5号楼一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20人，代表股份76,895,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52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9,432,7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16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462,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5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21,5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1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21,5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14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戴岳先生、张进先生、张建迪先生、魏星先生、戴小林女士、郝萌乔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戴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7%。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选举张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7%。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选举张建迪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7%。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选举魏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8%。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选举戴小林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8%。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选举郝萌乔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9%。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丁立先生、梅慎实先生、赵丽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7%。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选举梅慎实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7%。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选举赵丽红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76,889,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8%。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胡子建先生、张慧丽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胡子建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76,8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7%。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选举张慧丽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76,889,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8%。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92,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5％；反对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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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8,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58％；反对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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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92,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5％；反对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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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8,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58％；反对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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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92,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5％；反对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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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8,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58％；反对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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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昊、侯家垒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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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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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三

届董事会成员后即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全体董事同意本次会议通知

豁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戴岳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戴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张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具体组

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戴岳（主任委员、召集人）、张进、张建迪、魏星、丁立

2、审计委员会：赵丽红（主任委员、召集人）、梅慎实、郝萌乔

3、提名委员会：丁立（主任委员、召集人）、梅慎实、戴岳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梅慎实（主任委员、召集人）、赵丽红、张建迪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戴岳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建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建迪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杨先生、宋瑞涛女士、王毅民先生、李伟峰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郎安中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戴岳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伟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就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齐红女士为公司审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中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总

监、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为充分建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体系，完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保障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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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专门委员会

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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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

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等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选举戴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选举张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

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戴岳（主任委员、召集人）、丁立、张进、张建迪、魏星

2、审计委员会：赵丽红（主任委员、召集人）、梅慎实、郝萌乔

3、提名委员会：丁立（主任委员、召集人）、梅慎实、戴岳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梅慎实（主任委员、召集人）、赵丽红、张建迪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聘任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董事长戴岳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建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董事长戴岳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伟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经

公司总经理张建迪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杨先生、宋瑞涛女士、王毅民先生、李伟峰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郎安中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聘任公司审计总监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齐红女士为公司审计总监，任期三年，自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七、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中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其他聘任人员简历附后。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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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独立董事就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李伟峰先生、张中美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伟峰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2804370

传真号码：010-63861700

邮箱：xxzbg@eeae.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C区4号楼

邮政编码：100195

八、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及工作调整，齐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为公司审计总监。截至本公告日，齐红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413,9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0.35%。未来齐红女士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严格履行已做出的各项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5日

附件：

简 历

戴岳：男，195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69年至197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军区空军某部服役；1978年至1995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干部；1995年至1997年担任北京

万乐经济贸易公司总经理；1997年6月至2013年3月历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董事长；2007年12月至今任北京中航双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4,591,512.00股，持股比例为38.00%，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戴岳先生与公司董事郝萌乔女士系父女关系、与公司董事戴小林女士系姐弟关系，并与郝萌乔女士、戴小林

女士、王苹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戴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任职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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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戴岳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进：男，195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2年2月至1983年2月在北京机床

研究所电机车间从事生产服务；1983年2月至1985年10月担任北京机床研究所电机车间副主任；1985年10月

至1987年7月担任北京机床研究所电机车间主任；1987年8月担任伺服技术研究室副主任；1989年5月至1994

年担任伺服技术研究室主任；1994年至1997年6月在北京市新兴赛蒙电气公司任职；1997年6月至2012年7月

担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担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4年至今任北京中航双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368,819.00股，持股比例为6.28%，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职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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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建迪：男，196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0年7月至1994年3月就职于北

京机床研究所；1994年4月至1997年6月在北京市新兴赛蒙电气公司任职；1997年6月至2012年7月担任北京新

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历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2014年至今任北京中航双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建迪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368,819.00股，持股比例为6.28%，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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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建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胡杨：男，196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88年9月至1997年1月历任中国凯

利实业公司北京碧海分公司业务员、业务经理；1997年3月至2001年10月担任北京天润商贸公司经理；2001年

12月至2003年9月就职于中信国安第一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2005年3月至2010年4月任北京新兴东方自

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0年4月至2013年3月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3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杨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98,606.00股，持股比例为0.34%，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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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

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胡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宋瑞涛：女，197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年9月至2013年3月任北京新

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主任、副总经理；2013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瑞涛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398,606.00股，持股比例为0.34%，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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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宋瑞涛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毅民：男，195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1978年任后勤学院参

谋、教员，1990年转业；1990年至1993年任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海南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至1999年历任

中国惠通北方实业公司期货部经理、 副总经理；1999年至2003年担任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3年至2009年2月担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2月至2011年9月任民生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

经理。2013年3月至2018年11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2018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毅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98,606.00股，持股比例为0.34%，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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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毅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郎安中：男，197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就职于天

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2001年9月至2013年3月历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员、 项目主管、

部门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13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郎安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75,261.00股，持股比例为0.40%，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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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郎安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伟峰，男，198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通过

国家司法考试，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通过高级会计师考试。2008年7月至2015年2月历任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助理、 项目经理、 经理等，2015年2月至2017年10月任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

理，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2018年11月起至今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9年3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伟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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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李伟峰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齐红：女，1961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2年1月至1992年4月，在北京市东

区邮局东单邮电局历任营业股长、局长助理职务；1992年5月至1994年4月在原国家科委（现更名为科技部）

人才交流中心负责档案管理工作；1994年5月在北京万乐经济贸易公司任会计；1997年6月至2013年3月历任

新兴东方会计、财务部主任、财务总监；2013年3月至2019年3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3月起任本公司审

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齐红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413,937.000股，持股比例为0.35%，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职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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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齐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中美：女，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工作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中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职

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中美女士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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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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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3月15日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另外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

三届监事会。公司即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监事同意本次会议通知豁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

口头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应当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胡子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胡子建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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