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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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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 9月 17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9月 16日一 2019年 9月 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

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6日下午 15:00一 2019年 9月 17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 1 号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

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浙勇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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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1,036,180,42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102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891,816,52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98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144,363,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1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1,746,4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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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代表股份 1,74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61％。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提名连刚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6,009,5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5％；反对 90,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8％；弃权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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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575,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2142％；反对 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050％；弃权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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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0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冰清、马泉

方冰清律师、马泉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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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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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 9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9月 16日下午 15:00－2019年 9月 17日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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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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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6日下午 15:00－2019年 9月 17日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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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正基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9 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 1,194,

527,73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8228%，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1,110,846,976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61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83,680,763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3.2100%。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和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本议案属于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83,597,069�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983%；

反对 1,102,500�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017%；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83,528,063�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73%；

反对 1,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7%；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丁吉林；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10,000股；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建设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94,518,739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92%；

反对 9,000�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8%；

弃权 0� � � � � �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84,621,56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

反对 9,000�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弃权 0� �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王洪；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王洪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和贵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17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开展直销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 2019年 9月 18日起对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网上直销平台（含微信服务号平

台）申购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代码：007664）开展费率优

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基金代码：007664）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并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网上直销平台（含微信服务号

平台）办理前述基金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三、优惠费率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网上直销平台（含微信服务号平台）办理本基

金申购业务，在基金公告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1折优惠，如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优惠后的申

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含申购费）M 申购费率

M＜50万元 0.10%

50万元≤M＜100万元 0.08%

M≥100万元 按笔收取，每笔 100元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021-51690111

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

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

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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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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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13 日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 并于 2019年 9月 17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健民集团办公大楼 2 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7人（裴蓉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汪思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果德安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

杨世林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

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汪思洋董事主持。 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选举汪思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如下：

汪思洋：男，1987�年 2�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和自动化本科毕业，2011 年美国波

士顿大学硕士毕业。 曾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总裁助理。 2011年 7月至

2015年 1月任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华立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 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委员会：何勤、果德安、汪思洋、杨庆军、李宏娅

召集人：汪思洋

审计委员会：李曙衢、杨世林、裴蓉、许良

召集人：李曙衢

提名委员会：果德安、杨世林、汪思洋、杨庆军

召集人：果德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世林、李曙衢、果德安、汪思洋、何勤

召集人：杨世林

3、 关于继续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继续聘任何勤先生为公司总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公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

4、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继续聘任胡振波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布忠江先生为副总裁，新聘任黄志军先生、裴学

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公司相关公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

5、 关于继续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继续聘任程朝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公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6、 关于继续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继续聘任胡振波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周捷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公告《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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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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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 9月 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

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关于继续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 、“关于继续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等事项，现将公司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继续聘任何勤先生为公司总裁；继续聘任胡振波

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继续聘任布忠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新聘任黄志军先生、裴学军先生

为公司副总裁；继续聘任程朝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继续聘任胡振波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捷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

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说明

1、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岗位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证券法》规

定的证券市场禁入的情形，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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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胡振波先生自 2014年 11月 17日开始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胡振波先生任职资

格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任命新一届

高级管理人员，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我们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工作业绩和身体状况进行了审查，就

有关问题向公司其他董事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 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附件： 简历

总裁：何勤，男，1960�年生，博士，研究员。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学士、硕士毕业，华中理工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曾任深圳亿胜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

亿胜生物集团(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科技开发院医药科技开发所所长，深圳智

源医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智源现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昆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董事长、总裁，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现任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浙江

华方医护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胡振波，男，1971 年 1 月出生，MBA，高级工程师（正高）。 曾任

公司资产证券部部长、资产部部长、总裁助理，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市场策划中心市场总监、品

牌文化中心总监，子公司叶开泰国药董事长；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

副总裁：布忠江，男，1966 年 6 月出生，汉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经济

师。曾任随州市楚天药业公司会计、业务员，武汉健民集团随州楚天药业有限公司办事处经理、

销售公司经理；历任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总经理，叶开泰国药总经理；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子公司叶开泰

国药董事长。

副总裁：黄志军，男，1972年 9月生，药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正高），国务院津贴专家。曾任

武汉健民中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科研人员、医学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武汉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主任，儿童药物研究院院长，技术发展与创新委员会主任；现任

健民药业集团儿童药物研究院院长。 曾获得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武汉市劳动模范、武汉市优

秀科技工作者、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

副总裁：裴学军，男，1975年 9月出生，医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正高），执业中药师。曾任公

司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技术发展部副部长、营销中心学术推广部部长、终端销售部部长、子

公司健民集团大鹏药业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集团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营销中心常务

副总经理、医院业务中心总经理；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财务总监：程朝阳，男，1972 年 11 月生，沈阳工业大学会计电算化本科，中级会计师，中国

注册管理税务师。曾任职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集团财务处副处长、上海桓宇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副总监，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

务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周捷，男，1978年 12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公司资产部科员，审

计法务部法务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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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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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 月 13 日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 并于 2019年 9月 17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健民集团办公大楼 2 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杜明德监事 主持，经到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5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选举杜明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杜明德先生简历如下：

杜明德，男，1962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第七届、第八届监事会主席；2014�年 9�月至今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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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

提前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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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宏科技”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江苏

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宏集团” ）的通知，获悉华宏集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办理了部分提前购回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股份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华宏集团 是

4,993.29

2017年 8

月 17日

2019年 11

月 15日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1.71% 生产经营

282.10

2018年 8

月 17日

2019年 11

月 15日

1.23% 补充质押

合计 5,275.39 22.94%

二、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提前购回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原质押到期

日

提前购回

日

质权人

本次提前购

回股份占其

所持股份比

例

华宏集团 是 1,978

2017年 8

月 17日

2019年 11月

15日

2019 年 9

月 16日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60%

合计 1,978 8.60%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华宏集团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229,988,717股，占公司总股本 49.69%。 其中

质押股票累计 149,493,551股，占公司总股本 32.30%，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65.00%。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华宏集团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 权发

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部分偿

还、提前购回等。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2、华宏科技质押股票部分购回客户申请表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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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周经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苏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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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7�月 17�日披露了《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公司股

东苏海投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连续 90�个自然日内（2019�年 8�

月 7�日 -2019�年 11�月 5�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

0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88%，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 50%；减持期间如遇到法

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近日，公司收到了股东苏海投资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苏海投资

在减持计划预披露后于 2019年 9月 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开始减持， 现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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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苏海投资的减持计划实施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苏海投资作为公司 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时的交易对方所取得的股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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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海投资 集中竞价

2019年 9月 9日 9.652 1,087,300 0.23

2019年 9月 10日 9.709 438,500 0.09

2019年 9月 16日 9.928 423,300 0.09

2019年 9月 17日 10.054 2,115,900 0.47

合计 9.896 4,065,000 0.88

3、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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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苏海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8,131,467 1.76 4,066,467 0.88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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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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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2、苏海投资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

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实际减持时间未超过计划减持时间。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苏海投资的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1、苏海投资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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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及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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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17日，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周海涛先生、独立董事梁振东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周海涛先

生申请辞去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梁振东先生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周

海涛先生、梁振东先生辞去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周海涛先生、梁振东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律法规规定

的最低要求。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董事和独立董事之前，周海涛先生仍将继续履

行董事、董事长及其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梁振东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

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董事长及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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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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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17日，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收到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李佶玲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李佶玲女士申请辞

去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李佶玲女士辞去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李佶玲女士辞去上述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要求。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新任职工监事之前， 李佶玲女士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继续履行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的职责。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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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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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 9月 17日

（2）召开地点：山西省运城市红旗东街 376号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振山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9 人，代表股份 17766919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8%。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169993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5 人，代表

股份 767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7人，代表

股份 7677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9%。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2人，代表股份 13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会议的股东 35人，代表股份 767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增加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3183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6.74%；

反对 48643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3.26%；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29022724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2811314股，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36.6261％；反对 4864390股，占网

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63.37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网络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812638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4%；反对 486439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970,768 股，本议案回避

表决。

议案二：《关于子公司租入资产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3023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2.39%；

反对 64643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7.6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29022724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211314股，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5.7811％；反对 6464390股，占网

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84.218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网络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12638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0%；反对 646439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970,768 股，本议案回避

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晓娜、梁慧茹

3、结论性意见：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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