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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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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

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无新增、无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月14日14：3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0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0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远路1号宏远大厦十四楼宏远房

地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名， 代表股份数量129,467,

9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375,604.00股的比例为20.54%。通过网络

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4名，代表股份数量2,756,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4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普通决议审

议通过两项提案。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惠州市万旭房地产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项目并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32,180,707 99.97% 43,200 0.03%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4,321,000 99.01% 43,200 0.99% 0 0

2.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对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32,180,707 99.97% 43,200 0.03%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4,321,000 99.01% 43,200 0.99%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张锡海、梁治烈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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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0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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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批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实际可解锁的数量为550,500股，占公司2019年

12月31日总股本753,498,210股的比例为0.0731%；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52名。

2、本次限售股份起始日期为2017年1月5日，承诺持股期限为36个月；本期限

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月16日。

3、本次解限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

4、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威腾” ）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月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

持的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 根据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2人，可申请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50,500股， 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50,500股，

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753,498,210股的比例为0.0731%。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 2015年9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或专业报告。

2、 2016年1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

励计划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

及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须的全部事宜。

3、 2016年1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议案》，同意公司向354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400万股。公司独立董

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确定及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2016年2

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登记，实际登记在册的激励对象328名，共计3038.2万股。

4、 2016年11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8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277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的确定及授予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2017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实际登记在册的激励对象75名，共计251万股。

5、 2017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2015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因离职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方银亮、 苏娜等共计17人所持有的全部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刘建辉、张锐、

尚立库、 张炜共计4人因第一个解锁期的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其所对应的40%限

制性股票共计22万股不符合解锁条件予以回购注销； 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方银亮共计1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万股予以

回购注销； 同意公司对同意公司对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批解锁，可解锁数量为1170.88万股。

6、 2017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部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因离职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惠党辉、张红辉、陈希磊、梁剑龙、徐玉环、

张诗银、谭小琴、薛峰、邓巍、熊怀新共计10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28.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对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

象贾兴虎、张卫星、徐喜红、王永辉、王康共计5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7、 2018年1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授予部分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批解锁，可解锁数量为92.4万股。

8、 2018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

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2015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因离

职、个人业绩不达标、不符合激励计划等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部分激励对象所

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2.7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意公司对符合激励

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批解锁， 可解锁数

量为861.51万股。

9、 2019年1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

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对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冯国栋、郑亚明、王凯、柏汉柱、刘全丹、黄志雨、顾鲲鹏、

莫尧、罗小梅、刘新武、刘红杰、徐昭、樊自军、李肇帆、段利洋、徐芙蓉、谢川、周冬

云、 姜碧光共计19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1.7万股予以回购注

销，对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王熙乾、周益东、赵

晨、余少波、高上伟、郭丹、翁建伟、张星、胡剑雄共计9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11.1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同意公司对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批解锁，可解锁数量为60.45万股。

10、 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因离职或业绩不达标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高虎、李华旭、杨海平、徐垚、彭乔、奚素平、张炜共计7人所持有的全

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3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及公司董事会认定西安英威

腾电机有限公司所有激励对象不再符合公司 《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尚立库、张锐、徐致雄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7.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对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授

予激励对象徐垚共计1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1万股予以回购

注销； 同意公司对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第三批解锁，可解锁数量为813.66万股。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1、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自预留授予日（即2016年11月

14日）起36个月后，可申请解锁所获总量的30%。

2、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三个解锁期：以 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为基数，2018�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30%。

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为2,228,061,113.85元，相比 2015�年增长

率为105.66%。满足解锁条件。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

结果划分为（A）、（B）、（C）、（D）、（E）五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

考核对象。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B）/

（C），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E），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

核“不合格” 。

激励对象均达到考核要求，满足解锁条件。

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同意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郭金辉、牛朋、左涛、陈典军共计4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3.3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不参与 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

部分第三批解锁申请事项。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均已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预留授予部分

的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

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月16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50,500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550,500股， 占公司2019年12月 31日总股本 753,498,210股的比例为

0.0731%。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2人。

4、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期可解锁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2人） 183.5 55.05 0

【注】 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人员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额未统计

在上表内。

四、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

件已经成就的认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

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对象主体的资格合法、有效。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解锁名单进行了确认，监事会认为：经认真审核，按

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的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满足，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本

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手续。

3、律师的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 英威腾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

锁安排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本次解锁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36� � �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0-003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亿泽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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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持有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泽” 或“公

司” ）股份103,632,000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64.77%）的控股股东亿泽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泽控股”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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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2072.64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2.95%）。

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亿泽控股出具的 《亿泽控股有限

公司关于减持新宏泽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亿泽控股有限公司 103,632,000 64.77% 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发行上市后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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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让）。

4、减持数量：拟减持不超过2072.6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5%。其

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1%，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若减持期

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在此期间如

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6、减持价格区间：视市场情况确定。

三、相关承诺情况

亿泽控股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

（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

该等股份。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意向

将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自身作出的有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根据新宏泽股票价格走势择机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2、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的减持计划

在持股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 其累计净减持的股份总数将不超过其持股

锁定期届满之日所持股份总数的20%。

在持股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新宏泽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若在上市后，新宏泽发生送股、转增、配股、分红等除权除息行为

的，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需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

整）。

在公司上市后， 只要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总数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

其在减持前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具体的减持计划。

（三）、关于未履行承诺相关事宜的承诺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其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并已由有权部门做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

做出相关判决的，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在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前，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同时公司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

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损失。

截止本公告日，亿泽控股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

为。

本次减持计划的内容与亿泽控股已披露的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亿泽控股将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亿泽控股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

面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的进展情况，督促亿泽控股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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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亿泽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新宏泽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0-001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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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1月14日收到副总经理高金岩先生、杨连民先生辞职

报告。因工作原因，高金岩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本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因个人原因，杨连民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前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高金岩先生、杨

连民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2020年1月14日，高金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78869股，杨连民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34700股。高金岩先生、杨连民先生在辞职后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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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

管理。

本公司董事会对高金岩先生、杨连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91� � �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2020-005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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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坚朗五金” )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授权日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传动器及门窗结

构

ZL�201810106356.1 2018年2月02日 2019年12月10日

发明专

利

坚朗五金

注：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传动器及门窗结构” 的专利提供一种能够较为方便地调节驱动件的位

置，以适配多种不同规格型材的传动器。传动器的外壳设有条形孔，传动件能够

与外壳配合滑动，且驱动件可转动地穿设条形孔且能够驱动传动件相对外壳滑

动，可以在驱动件上安装执手，通过执手转动驱动件并带动传动件相对外壳滑

动，以使传动件能够与门窗框相配合的锁点结构配合，实现门窗的锁合；同时，

调节组件包括活动件及与活动件连接的调节件， 活动件和驱动组件中的 一个

设有连接部，活动件和驱动组件中的另一个开设条形槽，连接部穿设于条形槽，

且能够沿条形槽的滑动，调节件能够向第一方向运动，能够通过调整调节件，以

使调节件向第一方 向运动，带动与调节件连接的活动件向第一方向运动，进而

使得连接部在条形槽内滑动。

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坚持持续创新的新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91� � �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2020-004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坚朗五金” ）于

2020年1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

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国内销售业务的开展和运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1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

司内部业务整合、架构调整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现将该

投资事项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东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一）名称:�广东坚朗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4A5YQ7G

（三）法定代表人：白宝鲲

（四）注册地址：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1栋101室

（五）经营范围：

销售、研发、生产、安装：建筑五金及金属构配件、装配式建筑五金构配件、不

锈钢制品、智能楼宇产品、智能家居产品、建筑门锁、门禁系统、紧固件、管廊产

品、预埋槽道、抗震支吊架、塑胶制品、陶瓷制品、劳保用品、安防器材、家居产品、

家用电器、照明器具、智能装备、环卫设备、机电设备、建筑工具、金属工具、其他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钢丝绳、钢丝绳索具、钢绞线、建筑钢拉杆、桥梁缆

索、索锚具、铸钢件、整体浴室、卫浴洁具、整体橱柜、密封胶条、防水材料、耐火材

料、包装材料、轨道交通配套设备、商业通道闸机、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水质处理

器、净水器、消毒器(净水设备及配件)；建筑及装饰装潢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道路普通货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起重机械、场

（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净水设备及配件。

二、备查文件

1、广东坚朗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40� � �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埃及阿布塔磷酸厂项目建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及内部联营体协议签署概况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20年1月13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 ）、瓮福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瓮福集团” ）联营体与埃及磷酸盐工业及化

肥 公 司 （El� Wady� for� Phosphate� Industries� &� Fertilizers� 以 下 简 称

“WAPHCO” )签署的《埃及阿布塔磷酸厂项目总承包合同》完成盖章用印。

本总承包项目合同以美元、欧元及埃及镑三个币种计价，合同总金额折合

约8.48亿美元，合同标的系中国建筑、瓮福集团对外联营体作为总承包商，负责

本合同项目硫酸、磷酸、公用工程等装置的详细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

安装施工、投料试车、性能考核、直至项目质保期的全部工作，建设工期为30个

月，生产、调试及性能考核期为6个月。

（二）内部联营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埃及业主WAPHCO就埃及阿布塔磷酸厂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测

试、试运行、质保等工作选择承包商，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中国建筑、瓮福集团三方自愿通过内部联营体的形式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投标及执行中标后的项目实施工作， 2019年8月28日，三方签订《埃及

阿布塔磷酸厂项目内部联营体协议》（以下简称 “联营体协议” ）。《联营体协

议》约定，以中国建筑、瓮福集团的名义组成外部联营体承包商，本公司作为分

包商。在内部联营体中，本公司占业主合同金额的20%。项目中标后，三方将成立

管理委员会，协调和管理三方履行其在协议下的义务。

本公司与中国建筑、 瓮福集团签订上述联营体协议系正常的主营业务行

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项目业主及联营体其他方情况

（一）项目业主基本情况

本项目业主为 WAPHCO， 共8家股东， 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Misr�

Phosphate� Co.（股权占比25%）、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股权占比10%）、Abu�

Qir� Fertilizers� Co.（股权占比10%）、East� Gas� Co.（股权占比10%）、Petrojet （股

权占比10%）、Enppi （股权占比10%） Al-Ahly� Capital� Holding （股权占比

20%）、EMRA（股权占比5%）。上述股东分别为埃及政府机构以及具有政府背

景的金融企业、国有企业，经济实力较强，财务状况良好。

（二）联合体基本情况

根据《联营体协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建筑、瓮福集团和本公司分

别按相应比例承担联营体中的责任、收益、风险、利润或损失。

1、中国建筑：成立于2007年12月，企业类型为其它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09351850，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5号，

法定代表人为周乃翔先生，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承担国内外公用、

民用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安装、咨询，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与承建，国内外房

地产投资与开发，建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勘察与设计，装饰工程、园林工程的设

计与施工等业务。

中国建筑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为中国建筑，证券代码为

601668。本公司与中国建筑及其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瓮福集团：成立于2008年4月，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20000214419966X，法定代表人为何光亮先生，注册资本为460909.1

万人民币，住所地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５７号（瓮福国际大厦），主要

从事磷矿石采选，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合成氨生产，二甲醚生产，磷酸、硫

酸、无水氟化氢、氢氟酸、氟硅酸、冰晶石制造，纯碱、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制造，

氟化铝、氟硅酸钠、磷酸铁制造，黄磷、碘制造，氮肥制造、磷肥制造、复肥制造，

塑料制品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及以上产品的批发零售，锂电池正极材料的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力供应

及销售等业务。

瓮福集团的股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省黔晟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华建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本公司与瓮福集团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建筑、瓮福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具备对总承包合同、联营体协议的

履行能力。

三、总承包合同及联营体协议主要条款

（一）总承包合同主要内容

1、项目规模及建设地：上述总承包合同项目系建设一个50万吨/年磷酸生产

装置，包括配套160万吨/年硫酸装置及相应的公用工程、余热回收装置等；建设

地位于埃及西南部新河谷省阿布塔地区。

2、工作范围：项目项下各装置的详细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

工、投料试车、性能考核直至项目质保期的全部工作。

3、合同价款及支付：项目预付款为合同总价的10%，其它按照里程碑及其各

自对应的比例付款。

4、工期：建设工期为30个月，生产、调试及性能考核期为6个月。

5、双方责任：本项目业主负责提供项目实施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必要条件、

场地及保障；负责项目融资、履行合同中约定的结算、付款、项目项下主要保险

等义务。合同还约定知识产权、相关违约与赔偿、性能保证及罚款、风险责任与

保险、保密、不可抗力、争议与解决等事项。

（二）内部联营体协议的主要条款

1、协议生效：在中国建筑、瓮福集团、本公司三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2、内部联营体比例：三方在内部联营体中各占相应比例，其中：本公司占业

主合同金额20%。

3、联营体机构设置：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其中本公司派

出二名；中国建筑派出三名；瓮福集团派出二名。

4、联营体各方责任：中国建筑、瓮福集团、本公司应按照《联营体协议》规

定履行相应责任，其中：本公司优先负责本项目公用工程等装置设计工作，作为

设计牵头院牵头负责本项目设计工作的全过程管理； 作为内部联营体ー方，根

据业主合同要求共同负责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试车的安全、进度、质量、成本

等EPC相关工作的管理，按照内部联营体比例向业主承担连带责任。

四、工程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该项目合同总金额折合约8.48亿美元（含联合体），本公司占业主合同金额

的比例为20%，合同金额约为1.696亿美元，按总承包合同签署日的美元兑人民币

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1.89亿，总履约期为36个月，年均合同额占本公司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9.82%；该项目的顺利履行，对本公司2020-2022等年度

的财务状况将产生影响。

2、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公司参与该项目建设工作，系本公司日常经营性行为，对本公司主营业

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本合同及联营体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有利于本公司拓展埃及等国家的工程

市场，有助于公司国际工程业务的稳定发展。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公司系作为分包商承担该项目公用工程等装置设计等工作，其履行状

况将受到埃及阿布塔磷酸厂项目总承包合同整体进展的影响，同时可能存在不

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风险；

2、本总承包合同规定承包商需要协助业主或者业主自行进行项目融资，融

资所需的时间预计为6-12个月，项目融资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项目存在无法正

常履行的风险；

3、该总承包合同以美元、欧元及埃及镑三个币种计价，合同履行期限为 36

个月，可能存在汇兑损失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2、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中国建筑、瓮福集团签署的《埃及阿布塔磷酸厂项目内部联营体

协议》等。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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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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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平卫先生通知，王平卫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办 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鉴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新

材” ）年产1.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列入江西省重点创

新产业升级工程计划，获得江西省政府下属企业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资创投” ）提供的2,000万元人民币无息贷款，期限3年，王平卫

先生为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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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王平卫

公司的7个共同实

际控制人之一

275 2020.1.9 2023.1.9

江西国资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6.90%

为子公司江西东鹏向国资创

投申请2000万元人民币无息

贷款提供担保

合计 275 36.9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如下

截止本公告日， 王平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45.2�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44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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