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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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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19 年 06 月 12 日、06 月

13日连续 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2019 年 06 月 14 日公司股票继续

大幅上涨。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中的风险提示，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产品的研发和运营，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运营精品化的网络游

戏，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与腾讯签署的《独家代理协议》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

他方面原因存在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且尚未获得网络游戏出版物号和出版运营国

产移动网络游戏的批复。该产品无版权费用，未来该产品取得的营业收入需以取得游戏版号为

前提，且以授权产品累计毛收入或净收入为分配基准，营业收入暂时无法预计，具有不确定性，

暂无法确定产生的具体金额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二、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截至 2019年 6月 14日收盘）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市盈率（动） 市盈率（静）

300533 冰川网络 30.34 35.09

603444 吉比特 16.51 19.49

002517 恺英网络 20.09 40.73

002558 巨人网络 33.52 34.29

300459 金科文化 11.41 13.58

002624 完美世界 16.71 19.04

002555 三七互娱 14.72 26.53

002174 游族网络 21.61 14.80

002602 世纪华通 53.19 43.42

300418 昆仑万维 9.80 14.77

300031 宝通科技 13.80 17.78

002619 艾格拉斯 14.74 9.17

600633 浙数文化 12.06 25.28

002425 恺撒文化 10.31 17.34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19.92 23.67

注： 同行业上市公司剔除了 2018年主营业务亏损和游戏主营业务占比低于 50%的公司。

上述数据来源同花顺。

截至 2019年 06月 1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22.23 元 / 股，动态市盈率为 32.68，静态市盈

率为 41.14。 公司目前市盈率已远高于上述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水平，请广大投资者充

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0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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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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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总监王贵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21,2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1470%。 上述股份来源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王贵萍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自 2019 年 2 月 27 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 6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合计减持不超过 55,3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68%；减持价格依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如遇除

权除息，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贵萍女士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68%。减持后，王贵萍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 16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03%。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贵萍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21,200 0.1470%

IPO前取得：54,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7,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贵萍 55,300

0.0368

%

2019/5/28

～

2019/6/14

集中竞

价交易

22.30－

24.00

1,278,

062.95

已完

成

165,900 0.110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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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小根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披露了 《关于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小根先生计划自 2018年 11月 30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000 股，减持原因为

个人资金需求。

2019年 6月 14日，公司收到周小根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其已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完成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现将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周小根先生拟减持股份的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以及因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和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周小根 集中竞价

2018.12.25 7.080 20,000 0.0065%

2018.12.26 7.173 98,000 0.0319%

2019.05.13 8.350 40,000 0.0130%

2019.05.14 8.300 20,000 0.0065%

2019.06.13 7.587 58000 0.0189%

合计 - - - 236,000 0.0769%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周小根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817 0.0482% 317 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3,451 0.1445% 354,951 0.1157%

合计 591,268 0.1927% 355,268 0.1158%

（注：本次减持的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包含 2019年新解除限售的 88500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周小根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已完成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3、本次减持不涉及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本次股份减持符合“董监高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的规定。

4、 周小根先生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下的股东， 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87� � �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2019-068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志聪先生、李炳兴先生、

陆杏珍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3,437,5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7%。 三人

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

的方式（包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及协议转让），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5,550,5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志聪先生、李炳兴先生、陆杏珍女士的通知，李志聪

先生、李炳兴先生、陆杏珍女士作为一致行动人，拟将三人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减持股东名称：李志聪先生、李炳兴先生、陆杏珍女士

2、减持目的：个人资金需求。

3、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股东计划减持的股份数量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股）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比例

李志聪 126,419,832

15,550,530 5%李炳兴 40,292,330

陆杏珍 6,725,396

合计 173,437,558 15,550,530 5%

4、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公司 2017 年 6 月 12 日实

施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 2019 年 7 月 8 日至 2020

年 1月 8日。减持期间如遇实际控制人买卖股票的敏感期限制，应在该敏感期停止减持股份。

6、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

他方式。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

7、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二、股东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李炳兴、李志聪承诺：①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事项，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

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 ③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炳兴、李志聪、陆杏珍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三人持有

的公司股票已于 2019年 1月 2日上市流通。

2、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陆杏珍承诺：①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事项，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如本

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陆杏珍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炳兴、李志聪、陆杏珍承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

售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公司

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且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转让的公

司股份总额不超过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25%。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

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炳兴、李志聪、陆杏珍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票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减持

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

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意向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9-02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押、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通知，获悉中国泛海于 2019年 6月 12日对所持本公司 A股普

通股 86,798,308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9 年 6 月 13 日，中国泛海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86,798,308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0%，质押期限 1年。上述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 A股普通股 2,019,182,618股，累计质押本公司 A 股

普通股 2,015,582,6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0%。 泛海国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泛海股权” ）持有本公司 H股普通股 604,300,950股，累计质押本公司 H 股普通股 604,300,

9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8%。中国泛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国际” ）持有

本公司H股普通股 8,237,520股。 隆亨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亨资本” ）持有本公司 H

股普通股 408,000,000 股， 累计质押本公司 H 股普通股 408,0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93%。 中国泛海、泛海股权、泛海国际和隆亨资本合计持有本公司普通股 3,039,721,088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4%。 中国泛海、 泛海股权和隆亨资本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3,027,883,

568 股，占中国泛海、泛海股权、泛海国际和隆亨资本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9.61%，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6.91%。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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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 6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 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3楼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13,916,3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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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本公司董事长金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公司在任董事 17 人，出席 11 人，董事叶峻先生、陈戌源先生、庄喆先生、李朝坤先

生、万建华先生、徐建新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本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3人，监事袁志刚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3,518,128 99.9937 186,110 0.0029 212,160 0.0034

2、 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3,518,128 99.9937 182,810 0.0029 215,460 0.0034

3、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暨 2019 年度财务预算的提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3,513,128 99.9936 191,110 0.0030 212,160 0.0034

4、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3,735,634 99.9971 147,164 0.0023 33,600 0.0006

5、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3,581,688 99.9947 186,110 0.0029 148,600 0.0024

6、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3,581,688 99.9947 182,810 0.0029 151,900 0.0024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19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904,088 99.9840 864,710 0.0137 147,600 0.0023

8、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Ｈ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6,972,313 99.7316 12,630,544 0.2000 4,313,541 0.0684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发行 Ｈ 股股

票并上市有关事项期限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124,432 99.7340 12,624,244 0.1999 4,167,722 0.0661

10、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债券决

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152,610 99.7345 12,551,584 0.1988 4,212,204 0.0667

1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1,089,904 99.9552 2,611,097 0.0414 215,397 0.003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972,357,6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2,501,915,8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839,462,150 99.9785 147,164 0.0175 33,600 0.004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67,552,664 99.8353 77,864 0.1151 33,600 0.0496

市值 50 万以

上普通股股东

771,909,486 99.9910 69,300 0.009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提

案

3,313,751,400 99.9945 147,164 0.0044 33,600 0.0011

7

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提案

3,312,919,854 99.9695 864,710 0.0261 147,600 0.0044

8

关于延长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发 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

决议有效期的

提案

3,296,988,079 99.4887 12,630,544 0.3811 4,313,541 0.1302

9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

董事会及其获

授权人士全权

处 理 发 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

有关事项期限

的提案

3,297,140,198 99.4933 12,624,244 0.3809 4,167,722 0.1258

11

关于选举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的提

案

3,311,105,670 99.9147 2,611,097 0.0788 215,397 0.006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 4、8、9、10 为特别决议提案，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除审议前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

度述职报告》和《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韦玮、蒋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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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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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6�月 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

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13�日上午 8:30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

加表决监事 3�人，其中黄晓军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晓军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次拟置换金额与公司招股书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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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上的《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大华核字[2019]004356 号《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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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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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6�月 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13�日上午 9:00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

加表决董事 7�人，其中江汀先生、曾文林先生、解亘教授、刘礼华教授、沈菊琴教授以通讯方

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永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 3 名监事、持续督导机构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程刚列席了本次董事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0,824.5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 20,824.56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上的《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 大华核字[2019]004356 号《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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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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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78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中

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

001万股，每股面值为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6.06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24,246.06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171.1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1,074.8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5�月 10�日全部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由其出具“大华验

字[2019]000149号”验资报告。 上述实际募集资金目前尚未使用，当前余额 21,074.88万元。

截至 2019年 5月 1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50,604.45 万元，并由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大华核字[2019]004356 号《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述自筹资

金的金额为 20,824.5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

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1000吨 /年国产 T700级

碳纤维扩建项目

55,200.00 21,074.88 50,604.45 20,824.56

总计 55,200.00 21,074.88 50,604.45 20,824.56

二、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投资

于“1000吨 /年国产 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 。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做了如下安排：“根据市场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需要对上述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公司将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

资金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如果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量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

金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超出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在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前，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公司已对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

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与发行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三、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 大华核字[2019]004356 号《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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