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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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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会议通知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于2019年10

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11月6日14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网络投票时间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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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6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志强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四、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济

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3,067,5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72%。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合计代表15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170,317,0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2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750,4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4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

的股东）共2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2,655,3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20%。

五、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王良先生、严中华先生、姚斌先生、李文峰先生、李德

喜先生、于新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王良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857,8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2,445,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1.02�选举严中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736,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2,324,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1.03�选举姚斌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736,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2,324,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1.04�选举李文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736,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2,324,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1.05�选举李德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4,018,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9%。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3,606,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1%。

1.06�选举于新伟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736,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其中，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同意72,324,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唐西胜先生、陈关亭先生、翟继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唐西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3,301,6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2%。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2,889,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2%。

2.02�选举陈关亭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736,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其中，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同意72,324,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2.03�选举翟继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857,8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其中，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同意72,445,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综上，王良先生、严中华先生、姚斌先生、李文峰先生、李德喜先生、于新伟先生、唐西胜先

生、陈关亭先生、翟继光先生9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算。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均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

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朱延铎先生、崔仁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朱延铎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93,16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5%。其中，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2,751,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3%。

3.02�选举崔仁涛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92,857,8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其中，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同意72,445,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朱延铎先生、崔仁涛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林建锋先生共同组

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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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

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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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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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1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22日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

王良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决议

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

选举严中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严中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三年。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五位成员构成，董事长王良先生担任召集人，董事严中华先生、

姚斌先生、李德喜先生、独立董事唐西胜先生担任该委员会委员。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位成员构成，独立董事翟继光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

事陈关亭先生、董事于新伟先生为该委员会委员。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位成员构成，独立董事陈关亭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翟继

光先生、董事李文峰先生为该委员会委员。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位成员构成，独立董事唐西胜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翟继

光先生、董事于新伟先生为该委员会委员。

四、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文峰先生、姚斌先生、寇晓明先生、于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秦晓军

先生为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

五、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同意续聘姚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 姚斌先生办公电话和传真号码均为：

0531-88061716；电子邮箱为：yaobin@ieslab.cn。

公司董事（含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严中华先生、姚斌先生、李文峰先生）简历详见

2019年10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寇晓明先生、于学军先生、秦晓军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附：

简历

寇晓明先生，男，出生于1978年10月，中国国籍，工业自动化专业本科。曾任积成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大区客户经理、成都办事处主任、华中大区经理，2012年起任总经理助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寇晓明先生除参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外，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于学军先生，男，出生于1970年3月，中国国籍，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曾任济南高新开发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系统软件部工程师、副部长，2000年起历任本

公司调度中心系统产品部副部长、电网自动化事业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2016年6月至

2019年6月任北京卓识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

理助理。于学军先生除参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外，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秦晓军先生，男，出生于1970年8月，中国国籍，会计学专业本科。曾任山东省药材公司财

务部主管会计、经理，2001年起历任本公司财务部主管、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

部经理。秦晓军先生除参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外，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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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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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1月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2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朱延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

作出决议如下：

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一致选举朱延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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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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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减持后，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国发” ）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

2019年11月6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广州国发编

制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根据2019年8月24日披露

的减持股份计划， 在2019年9月17日至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18日及

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 分别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3,066,025股、2,955,914股和

665,100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687,0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13099%。

本次权益变动前，广州国发持有公司股份87,976,5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1%。本次权益

变动后，广州国发持有公司股份81,28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71%，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901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王海滨

注册资本：652,619.735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0373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及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风险投

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财务咨询服务，风险投资咨询业务，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

理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经

营范围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经营期限：自1989年9月26日至长期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广州国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数量

、

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

、

持股比例

广州国发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87,976,539 5.41% 81,289,500 4.9999971%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广州国发减持股份，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亦不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广

州国发，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编制并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白云山

股票代码：600332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901房（仅限办公用途）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9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 11�月 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准则第15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信息披露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白云山

、

上市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广州国发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信息披露准则第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901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王海滨

注册资本：652,619.735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0373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及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风险投

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财务咨询服务，风险投资咨询业务，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

理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经

营范围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经营期限：自1989年9月26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名称：广州市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9楼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王海滨 男 董事长 中国 广州 无

高东旺 男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张健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洪剑平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葛群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孙维元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郭宏伟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陈作科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吴震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宋文雷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广州国发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广州国发直接持股5%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持有广州

发展（600098）1,709,111,863股股票，持股比例为62.69%；持有珠江啤酒（002461）525,351,354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23.74%；持有越秀金控（000987）393,819,600股股票，持股比例为14.31%

（此为截至2019年10月9日的有效数据，广州国发对越秀金控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持有广

州浪奇（000523）89,256,197股股票，持股比例为14.22%；持有岭南控股（000524）86,678,978股

股票，持股比例为12.93%。

广州国发间接持股5%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为：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珠江啤酒（002461）707,781,330股，持股比例31.98%；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穗恒运A（000531）125,703,386股股票，持股

比例为18.35%。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股份的目的系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广州国发于2019年8月24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了减持计划，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

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6,257,909股上市公司股份， 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州国发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6,687,039股，已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0股，尚未全部完成上述减持计划。

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广州国发在未来12个月内无明确的增持或减持其在上市公

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广州国发持有上市公司87,976,5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1%，上述

股份为广州国发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所有。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平 均 价 格 或 价

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

%

）

广州国发

集中竞价

2019

年

9

月

17

日

-2019

年

9

月

26

日

36.09 3,066,025 0.1885867

2019

年

10

月

8

日

-2019

年

10

月

18

日

35.62 2,955,914 0.1818139

2019

年

11

月

1

日

-2019

年

11

月

6

日

34.64 665,100 0.0409093

大宗交易

- - - -

合计

- - 35.74 6,687,039 0.4113099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广州国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数量

、

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

、

持股比例

广州国发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87,976,539 5.41% 81,289,500 4.999997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

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

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白云山的住所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海滨

签署日期： 2019年 11� �月 6�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

股票简称 白云山 股票代码

60033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 少

√

不 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87,976,539

持股比例

：

5.41%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

6,687,039

股

变动比例

：

0.4113099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海滨

签署日期： 2019年 11� �月 6� �日

（上接B55版）

6、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刘乃华、李英辉、高峰3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乃华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50,000股，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50,000股，高峰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000股）合计14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

理。 其中公司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8人调整至255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

651,100�股调整至16,511,100股。

7、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 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吴小倩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吴小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88,000�股）88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5人调 整至254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511,100股调整至

15,623,100股。

8、2018年1月24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 予完成公

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4,280,000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937%。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

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102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9,903,100股，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25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15,623,10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102人，授予数量为4,280,000股。

9、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

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授予 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

津龙、丰晴、陈春辉、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07,8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黎峻江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 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11,200股， 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30,000�股， 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 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30,

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后，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19,903,

100股，调整至19,095,30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4人 调整到251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15,623,100股调整到14,955,300股，预 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102人调整到98人，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由4,280,000股 调整到4,140,000股。

10、2018年10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唐

志林、周志云、孟苏焘、李明、许蝶龙、涂丽平、李星星、 张一博、许妙虹、潘虹、马庐山、王燕红、

罗娟、张静楠、陈昌、叱干白娟16�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57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唐志林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28,00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孟苏焘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

股票105,000股，李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84,

000股，涂丽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李星星持有首 次授予14,000股，张一博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200股，许妙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潘虹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24,500股，马庐山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王燕红持有首次持有限制

性股票21,000股，罗娟持 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3,80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000股，

陈昌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叱干白娟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45,000�股）。此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9,095,300股，调整至18,520,80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251人调整至238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955,300股调整至14,475,80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98人调整到95人，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由4,140,000股调整到4,045,

000股。

11、2019�年 1�月 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授予激励对象

中贾萧赫、张明林、刘芳荣、李直强、石春林、段小敏、 李桂芳、杨勃、李强 9� 人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贾萧赫持有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3,050�股，张明林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410�股，刘芳

荣持有三期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6,480�股， 李直强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7,500�

股， 段小敏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000�股，李桂芳持有三期首次限制性股 票 28,

000�股，李强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0,300�股，石春林持有三期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 120,000�股，杨勃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80,000�股） 415,7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

处理。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4.59�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5.01�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8,520,800�股，调整至 18,105,06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238�人调整至 23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475,800�股，调整

至 14,260,06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95�人调整至 93�人，预留授予数量由 4,045,000�

股调整至 3,845,000�股。

12、2019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

王辉、刘崇德、袁飚、潘燕青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

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王辉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4,000�股，刘崇德持有三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7,740� 股，袁飚持有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4,500� 股，潘艳青

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3,800�股，）180,0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价格为 4.59�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8,105,060�股，调整至 17,925,02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231�人调整至 22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260,060�股，调整

至 14,080,0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93�人，预留授 予数量 3,845,000�股,保持不变。

13、2019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张虹、孙志君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张虹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孙志君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

股票49,000股）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925,020股，调整至 17,855,020�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由 227人调整至 225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080,020�股， 调整至

14,010,0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93�人，预留授予数量 3,845,000�股,保持不变。

14、2019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

王丽婷、李尉、林日、聂静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李尉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5,000股，王丽婷持有三期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林日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聂静持有三期预

留限制性股票14,000股）77,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三期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855,020股，调整至 17,778,020�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由 225人调整至 22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010,020股，调整至 13,

975,0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对象 由93�人调整至90人，预留授予数量 由3,845,000�股调整

至3,803,000。

15、2019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

中张洋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2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的相关事宜。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778,020股调整至17,750,020股，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由 224人调整至 223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975,020股调整至13,947,

0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对象90人，预留授予数量3,803,000股，保持不变。

16、2019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韩洪志、李玲、张彬、李海根、涂小

伟、陈绪春、万宏文、徐飞、黄小勇9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韩洪志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5,000股，李玲持

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1,000股，张彬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李海根

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涂小伟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陈绪

春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万宏文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徐

飞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7,500股， 黄小勇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5,000股）

19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750,020股调整至17,557,520股，其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为2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3,947,0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对象由90人

调整至81人，预留授予数量由3,803,000股调整至3,610,500股。

17、2019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姚毛毛、赵玮、张善平、王求发、肖

顺波、雷慧明、杨慧银、刘祈琍、文韬、高艳涛、荀鹰11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姚毛毛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2,000股，赵玮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440股，张善平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14,000股，王求发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320股，肖顺波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12,840股，雷慧明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000股，杨慧银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16,200股，刘祈琍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000股，文韬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13,200股，高艳涛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股，荀鹰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24,000股）16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557,520股调整至17,397,520股，其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由223人调整至212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947,020� 股调整至13,787,020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对象81人，预留授予数量3,610,500股。

二、本次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高明生、

张梦华、苏海峰、李小明、叶艳丽、曾祥辉、张彬、潘美琴、颜义平、姚玉金、王创文、杨淳、薛玉、

刘晶、王刚、刘少明、伍志平、王健、陈永胜、李海姣、李桂荣、黄文雄2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高明生持有三期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42,000股，张梦华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040股，苏海峰持有三期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李小明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000股，叶艳丽持有三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000股，曾祥辉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680股，张彬持有三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2,000股，潘美琴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800股，颜义平持有三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4,560股，姚玉金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000股，王创文持有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0股，杨淳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薛玉持有三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000股，刘晶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720股，王刚持有三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刘少明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伍志平持有三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王健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8,000股，陈永胜持有三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6,560股，李海姣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李桂荣持有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000股，黄文雄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840股）467,200股

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

宜。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肖倩倩、薛玉、李桂荣、黄文雄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肖倩倩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14,000股，薛玉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19,000股，李桂荣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 14,000股，黄文雄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4,000股）16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

处理。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三期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397,520股调整至16,769,320股，其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由212人调整至190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787,020股调整至13,319,82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对象由81人调整至77人，预留授予数量由3,610,500股调整至3,449,500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 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

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

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根 据《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原激励对象高明生、张梦华、苏海峰、李小明、叶艳

丽、曾祥辉、张彬、潘美琴、颜义平、姚玉金、王创文、杨淳、薛玉、刘晶、王刚、刘少明、伍志平、王

健、陈永胜、李海姣、李桂荣、黄文雄、肖倩倩23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经不符合激励条件，失去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 价格确定等,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君泽君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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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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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6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高明生、

张梦华、苏海峰、李小明、叶艳丽、曾祥辉、张彬、潘美琴、颜义平、姚玉金、王创文、杨淳、薛玉、

刘晶、王刚、刘少明、伍志平、廖中华、王健、雷林、曹玉兰、李桂荣、陈国宏2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96,28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高明生、

张梦华、苏海峰、李小明、叶艳丽、曾祥辉、张彬、潘美琴、颜义平、姚玉金、王创文、杨淳、薛玉、

刘晶、王刚、刘少明、伍志平、王健、陈永胜、李海姣、李桂荣、黄文雄2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三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467,200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肖倩倩、薛玉、李桂荣、黄文雄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三期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61,000股

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待回 购注销业务

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数量由16,243,830股调整至15,647,550股；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数量由17,397,520股调整至16,769,320股。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 性股票的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

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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