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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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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

讯网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关于

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9年5月14日在以上媒体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20日。其中：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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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65号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明军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38,097,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757％；其中中小股东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02,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81,048,3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348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股份57,048,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0270％。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64,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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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363％；反对3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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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39,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弃权2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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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723％；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22％；弃权2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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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4％。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59,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9％；反对1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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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478％；反对12,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883％；弃权2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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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639％。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64,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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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363％；反对3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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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提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39,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弃权2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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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723％；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22％；弃权2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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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4％。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59,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9％；反对1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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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478％；反对12,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883％；弃权2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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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639％。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64,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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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363％；反对3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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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提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39,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弃权2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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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723％；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22％；弃权2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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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4％。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提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8,059,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9％；反对1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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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478％；反对12,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883％；弃权2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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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6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居建平 张红叶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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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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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

27日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5月20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 14:30在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召

开；2019年5月20日上午 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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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 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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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汉林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

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其中，公司董事朱兴泉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公

司董事杨鹏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监事朱盘英女士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公司监事钱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2人， 代表股份1,

424,787,7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235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291,913,909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48.27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人，代表股份132,873,8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9646％。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的授权代表

共29人，代表股份132,873,8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964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与会股东

及股东的授权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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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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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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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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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5,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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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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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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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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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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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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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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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10,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77,35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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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96,5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77,3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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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445,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342,334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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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3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4％；反对342,33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对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445,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342,034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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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31,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6％；反对342,03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为新加坡金螳螂内保外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445,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342,334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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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3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4％；反对342,33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60,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48％；反对18,027,01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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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46,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330％；反对18,027,01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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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10,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77,65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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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96,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6％；反对77,6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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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审议《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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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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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2,503,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7％；反对2,284,26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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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89,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09％；反对2,284,26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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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71,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6,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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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57,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1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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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万解秋先生、俞雪华先生和殷新先生向大会作了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19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 王玉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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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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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被冻结及轮候冻

结的情形，具体参见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大股东股份被

冻结及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2019-07号）。

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站查询， 获悉公司控股股

东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驰瑞德” ）、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

司（与控股股东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以下简称“蓝鼎实业” ）所持本公司股份分别被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州市中院”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沈阳市中院” ）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轮候冻结起始日

轮候期

限（月）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北京宇驰瑞德投

资有限公司

是

158,550,396 2019

年

4

月

30

日

36

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

北京宇驰瑞德投

资有限公司

是

158,550,396 2019

年

5

月

16

日

36

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

北京宇驰瑞德投

资有限公司

是

158,550,396 2019

年

5

月

17

日

36

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

蓝鼎实业（湖北）

有限公司

是

145,538,582 2019

年

4

月

30

日

36

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

蓝鼎实业（湖北）

有限公司

是

145,538,582 2019

年

5

月

16

日

36

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

蓝鼎实业（湖北）

有限公司

是

145,538,582 2019

年

5

月

17

日

36

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宇驰瑞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58,550,39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4.57%；股东蓝鼎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145,538,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7%。股东宇驰

瑞德和蓝鼎实业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均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情况说明

公司就上述新增轮候冻结情况已与股东宇驰瑞德、蓝鼎实业取得联系并问询，具体情况如

下：

1、股东股份被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公司通过大股东提供的相关法律文件获悉，宇驰瑞德、蓝鼎实业所持公司股份被湖州市中

院冻结的原因为宇驰瑞德、蓝鼎实业于2018年8月就北京惠泽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长兴金控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金控” ）及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兴

支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长兴金控向湖州市

中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湖州市中院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了(2019）浙05民初75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冻结宇驰瑞德、蓝鼎实业等被告及第三人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0,000万元，或者查封、

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2、股东股份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宇驰瑞德、蓝鼎实业尚未收到沈阳市中院对其资产进行查封、冻结的书面通知。

公司暂时无法确认股东股份被沈阳市中院冻结的具体原因， 公司将积极督促股东宇驰瑞

德、蓝鼎实业就上述事项进行查证、核实，尽快核实账户被冻结的原因及具体情况，并根据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的影响

1、公司与股东宇驰瑞德和蓝鼎实业为不同主体，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与控股股

东均保持一定独立性，宇驰瑞德和蓝鼎实业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轮候冻结，暂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2、宇驰瑞德和蓝鼎实业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轮候冻结暂未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重大影

响，但若宇驰瑞德和蓝鼎实业被轮候冻结的股份被司法处置时，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2、股东提供的湖州市中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85� � � � �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1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三次员工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届三次员工、会员代表大会于

2019年5月18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大会应到代表155人，实到代表146人。会议通过举

手表决的方式， 一致选举张玉明同志为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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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公司三届三次员工会员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介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介

张玉明，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天水永红器材厂

党委书记、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工会

主席、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党委书记、 天水永红家园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监事、天水七四九电子有限公司监事、西安华泰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西安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华天慧创科技（西安）有限公

司监事、宝鸡瑞泰仁置业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信息披露日，张玉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25,210股股份。

张玉明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玉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玉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同时任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因此，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002185� � � �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2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华天科

技，股票代码：002185）交易价格于2019年5月17日、2019年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未发现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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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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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29� � � �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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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

西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广

西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

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网路演天下（微信

号：Roadshow_ly）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14:00至17:0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许文杰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梁姬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沈湘平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经营情况、融资

情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通过全景网投

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2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9年山西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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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

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参加“2019年山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参与本次活

动：

1.“上证路演中心 ”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

心。

2.“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4:30至16:30。

届时公司总经理董文敏先生、董事会秘书杨军先生、总会计师杨存忠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

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

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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