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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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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伟明集团有

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王素勤女士和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

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29,408,782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77.548%；公司董事陈革先生、监事李建勇先生、副总裁程五良先生等6名董监高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18,077,69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92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号），披露了公司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大股东伟明

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王素勤女士和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

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生计划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及其

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500.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95%；陈革先生、李

建勇先生、程五良先生等6名董监高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

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 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及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合计减

持不超过2,734,0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91%。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大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

明先生、王素勤女士和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

先生累计减持9,020,50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59%；公司董事陈革先生、监事李建勇先

生、副总裁程五良先生等6名董监高累计减持323,7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34%。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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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5%

以上第一大股东

412,055,100 43.808% IPO

前取得：

412,055,100

股

项光明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94,968,528 10.097%

IPO

前取得：

94,624,2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344,

328

股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

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1,782,200 7.632% IPO

前取得：

71,782,200

股

王素勤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8,600,000 5.167% IPO

前取得：

48,600,000

股

朱善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5,068,400 4.792% IPO

前取得：

45,068,400

股

朱善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251,900 3.961% IPO

前取得：

37,251,900

股

章锦福

5%

以下股东

17,039,700 1.812% IPO

前取得：

17,039,700

股

章小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528,460 1.226%

IPO

前取得：

11,516,985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11,475

股

陈少宝

5%

以下股东

135,000 0.014%

其他方式取得：

135,000

股

陈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333,770 0.461% IPO

前取得：

4,333,770

股

李建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47,700 0.101% IPO

前取得：

947,700

股

汪和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164,450 0.762% IPO

前取得：

7,164,450

股

刘习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88,400 0.084% IPO

前取得：

788,400

股

程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66,625 0.315%

IPO

前取得：

2,916,0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50,625

股

程五良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200,500 0.234% IPO

前取得：

2,200,5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412,055,100 43.808%

控股股东

项光明

94,968,528 10.097%

控股股东董事长；一致行动

协议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71,782,200 7.632%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

王素勤

48,600,000 5.167%

一致行动协议

朱善玉

45,068,400 4.792%

一致行动协议

朱善银

37,251,900 3.961%

一致行动协议

章锦福

17,039,700 1.812%

与控股股东董事长存在亲

属关系

章小建

11,528,460 1.226%

与控股股东董事长存在亲

属关系

陈少宝

135,000 0.014%

与控股股东董事长存在亲

属关系

合计

738,429,288 78.509%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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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王素勤

1,200,000 0.1276%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

21.99 -

22.65

25,978,

000.00

47,400,

000

5.0394

%

朱善玉

2,936,840 0.3122%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

20.05 -

22.68

63,266,

227.09

42,131,

560

4.4793

%

朱善银

2,920,000 0.3104%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

19.00 -

22.01

58,673,

458.44

34,331,

900

3.6501

%

章锦福

465,127 0.0495%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1.70 -

22.50

10,278,

867.08

16,574,

573

1.7622

%

章小建

1,498,539 0.1593%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1.28 -

22.23

32,714,

787.61

10,029,

921

1.0663

%

李建勇

90,800 0.0097%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1.52 -

22.70

1,995,

416.00

856,900

0.0911

%

汪和平

24,450 0.0026%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2.61 -

22.61

552,765.60 7,140,000

0.7591

%

刘习兵

50,000 0.0053%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0.38 -

20.41

1,019,

000.00

738,400

0.0785

%

程鹏

12,600 0.0013%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2.18 -

22.19

279,581.40 2,954,025

0.3141

%

程五良

145,900 0.0155%

2019/8/21 ～2019/11/

18

集中竞价交易

22.05 -

22.25

3,230,

398.00

2,054,600

0.2184

%

1、公司总股本以截至2019年7月20日的总股本940,585,754股计算，上述“计划减持比例”

指计划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除非另有说明，本公告中持股比例均以2019年7月20日

的总股本计算。

2、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陈

少宝先生和陈革先生在计划减持期间尚未减持公司股份。截至2019年11月18日，王素勤女士、

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和章小建先生累计减持9,020,50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0.959%；李建勇先生、汪和平女士、刘习兵先生、程鹏先生和程五良先生累计减持323,7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34%。

（一）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大股东王素勤女士及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和监

事李建勇先生、汪和平女士、刘习兵先生、副总裁程鹏先生、程五良先生此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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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2019年11月18日，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

期间内，上述人员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情形

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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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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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情况

2019年8月16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或“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

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机股份” 或“公司” ）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沈阳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进行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3）。

2019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14日、11月16日发布的《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07、2019-114）。

2019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出资人

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9年11月15日向沈阳中院提交了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2019年11月16日, 公司收

到沈阳中院送达的（2019）辽01破1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

司重整程序。（2019）辽01破18-2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2019年11月15日，沈机股份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沈机股份依法制作了《沈阳机床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19年11月13日召开，会议依照债权分类对

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分组表决，并设出资人组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了表决，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

划。

本院对沈机股份提请裁定批准的《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进行了审查。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沈机股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制作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并依法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各债权人组分别表决通过。出资人组

也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管理人在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 会上就重整计划草案向债权人会

议作出说明，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各表决组通过情况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重整计划内容完备，依据该重整计划中的债权受偿方案，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高于依照破产

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债权受偿方案合法公平，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重

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综上，《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重整计划内容完

备，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

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沈机股份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上述裁定的附件《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于2019年11月16日公开披露。

二、法院裁定批准控股股东重整计划情况

2019年7月17日，沈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的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沈机集团” ）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担任沈机集团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沈阳

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9）。

根据沈阳中院于2019年11月16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

cn）发布的《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九家公司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

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一）批准《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八家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沈机集团等九家公司重整程序。

三、法院裁定批准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情况

2019年8月27日， 沈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丰铸造” ）、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斯智能装备” ）进

行重整的申请，并分别指定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清算组、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清算组担任银丰铸造管理人、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发布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3）。

根据沈阳中院于2019年11月16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

cn）发布的《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民事裁定书》，裁定

内容如下：

（一）批准《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银丰铸造重整程序。

上述裁定的附件《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于2019年11月16日公开披

露。

根据沈阳中院于2019年11月16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

cn）发布的《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民事裁定书》，裁

定内容如下：

（一）批准《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程序。

上述裁定的附件《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于2019年11月16日公开

披露。

四、重整计划执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的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债权清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经营

方案，公司清偿债务等执行重整计划的行为将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当年的净资产产生重

大积极的影响，具体数据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五、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风险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

重整计划的，公司仍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控股股东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风险

1、沈机集团的重整计划涉及以沈机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票偿还债务事项，其重整计划的

执行将对本公司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2、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沈机集团重整计划未能得到执行，则沈机集团存在被

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全资子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风险

1、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重整计划的执行将可能对本公

司长期股权投资等产生影响。

2、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未能得到执行，

则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告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2019）辽01破18-2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82� � �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2019-63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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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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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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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星期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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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217,035,64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57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1,292,0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95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5,743,5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62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562,2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6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532,4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4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029,7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234％。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重庆博奥镁铝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217,035,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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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2,2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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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同意217,035,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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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2,2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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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侍文文、郑华菊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85� � �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19-087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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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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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01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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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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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杨建良先生因公务事由不能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杭虹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杨建良先生、杨昊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念淮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吴宏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及预案修订情况

说明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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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14,064 99.9152 102,620 0.0848 0 0

1.02、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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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14,064 99.9152 102,620 0.0848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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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14,064 99.9152 102,620 0.0848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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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14,064 99.9152 102,620 0.0848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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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14,064 99.9152 102,620 0.0848 0 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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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1

发行规模

8,582,460 98.8184 102,620 1.1816 0 0

1.02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8,582,460 98.8184 102,620 1.1816 0 0

2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修订

稿）的议案》

8,582,460 98.8184 102,620 1.1816 0 0

3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

稿）的议案》

8,582,460 98.8184 102,620 1.1816 0 0

4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8,582,460 98.8184 102,620 1.181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4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4，已剔除公司董监高投

票。

5、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白、赵泽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机数控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机数控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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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19� �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2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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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画溪路88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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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83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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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9.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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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

关议案，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卢凤仙女士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苏中一先生和鲍金红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春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徐月霞女士、许伯新先生、财务

总监卢伟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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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30,280 100 0 0 0 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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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286,640 100.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卜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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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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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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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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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 ）计划自2019年

2月12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

当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1%, 不超过当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含2019年2月12日已增持

股份）。

● 2019年11月5日至11月15日，京投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

份7,407,7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0%，增持均价为4.01元/股。

● 截至2019年11月15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京投公司持有

本公司A股股份266,679,8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00%；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京投公司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81,495,3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增持均价为4.27元/股。

2019年11月18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京投公司通知，京投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A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增持股份情况

（一）京投公司本次增持计划进展及完成情况

2019年11月5日至11月15日，京投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7,

407,7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0%。本次增持前，京投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74,087,61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7.00%；本次增持后，京投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81,495,39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8.00%。

京投公司本次增持之前增持公司股份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21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9-006）、《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9-007）。

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11月15日， 京投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了

公司股份14,815,5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0%，增持均价4.27元/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京投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66,679,8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00%；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京投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81,495,39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8.00%。

（二）京投公司前次增持计划及完成情况

2018年1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8-002），

京投公司计划自2018年1月10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

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当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

截止2018年9月18日， 京投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了公司股份14,

815,5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0%，增持均价5.18元/股，上述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京投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及实施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1月11日、2018年6月30日、2018

年9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8-002）、《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8-036）、《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

完毕的公告》（临2018-047）。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展的信心，并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为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当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1%, 不超过当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

（含2019年2月12日已增持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19年2月12日起12个月内。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京投公司自有资金。

三、京投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201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附件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之专项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