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0-00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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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公告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

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0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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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1号健兴科技大厦C栋8楼A会议室。

3、表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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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副董事长周友盟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676,922,18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22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17,752,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3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664,991,78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59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930,40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62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实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表决

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75,866,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441%；反对1,055,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6,697,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58%；反对1,055,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42%；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实丰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上海凝鹏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75,866,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441%；反对1,055,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6,697,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58%；反对1,055,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42%；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为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增加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75,866,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441%；反对1,055,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6,697,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58%；反对1,055,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42%；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熊洁、黄晓静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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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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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月16日-2020年1月16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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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6日9:30-11:

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成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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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7、出席会议的股东（含网络投票）共7人，代表股份209,110,8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6323％。

（1）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6,542,9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9983％。

（2）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67,9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34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共4人，代表股份2,567,9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341％。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冰律师和苏

付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选举王成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1-2�选举 Wang� Yingpu�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1-3�选举袁剑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1-4�选举Li� Jianming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2、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1�选举董万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2-2�选举商小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3、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选举符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3-2�选举周云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9,074,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 :2,531,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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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90,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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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12％；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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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90,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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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12％；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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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90,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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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12％；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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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90,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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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12％；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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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090,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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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12％；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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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冰律师和苏付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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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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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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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月1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20年1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本次会议由董事王成栋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王成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Wang� Yingpu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具体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审计委员会

委员名单：商小刚先生（独立董事）、董万程先生（独立董事）、王成栋先生

主任委员：商小刚先生

2、战略委员会

委员名单：王成栋先生、董万程先生（独立董事）、商小刚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王成栋先生

3、提名委员会

委员名单：董万程先生（独立董事）、商小刚先生（独立董事）、王成栋先生

主任委员：董万程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名单：商小刚先生（独立董事）、董万程先生（独立董事）、王成栋先生

主任委员：商小刚先生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王成栋先生提名，同意继续聘任Li� Jianming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Li� Jianming先生简历附后。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Li� Jianming先生提名，同意继续聘任袁剑琳先生、张巍女士、于晓风女士为

公司副总经理；继续聘任王旭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王成栋先生提名，同意继续聘任于晓风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于晓风女士简历附后。于晓风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98-68592978

传真：0898-68592978

电子邮件：yuxiaofeng@shuangchengmed.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

邮政编码：570314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同意继续聘任杨琦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

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杨琦女士简历附后。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李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李芬女士简历附后。李

芬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98-68592978

传真：0898-68592978

电子邮件：lifen@shuangchengmed.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

邮政编码：570314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发表了同意意

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

务代表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Li� Jianming先生：美国国籍，男，1956年出生，生物化学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美国专利

注册师。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和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进行癌症

研究工作、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新药和新生物药的审批。2006进入美国惠氏（后并入美国

辉瑞），任法规注册副总监负责新药的研发和报批。2012年9月回国任欣明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3年7月加入双成药业，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研发和国际事业部门，2017年12月至

今，担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至公告日，Li� Jianming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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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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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袁剑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生

物制药专业，执业药师，并且取得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7月至2002年7

月担任海南新大洲药业有限公司技术/工艺设计工程师、生产部经理、厂长；2002年7月至2003

年2月任北京凯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担任杭州澳亚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03年2月起进入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至公告日，袁剑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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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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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张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1985年至1996年在黑龙江分析测试中心任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1998在海南恒泰集团有限公

司任质检部负责人；1998年至2003年在海南金晓制药有限公司任质检中心主管；2003年起在本

公司工作，曾任质量管理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至公告日，张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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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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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于晓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4年出生，大学学历。1999年就职于深圳易思

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主管会计；2002年就职于海南魁北克渔业有限公司出任资金部经理；2015

年5月至2017年12月担任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05年5月加入本公司，曾任财务部

副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截止至公告日，于晓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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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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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王旭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北京财政部

科研所研究生班结业。1989年至2000年任内蒙古赤峰环宇实业总公司财务部统计、 会计工作，

财务部主管会计、 财务部经理；2000年至2002年在海口市奇力制药有限公司任职财务部经理；

2003年至2005年在海南钟晨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05年8月起在公司工作，曾

任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截止至公告日，王旭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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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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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杨琦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兰州财经大学。

2008年参加工作，2008年5月加入本公司，曾担任财务部会计、财务部主管,审计部副经理。现为

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止至公告日，杨琦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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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李芬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0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2014年3月加入公司财

务部，曾担任财务部会计、财务部主管。2018年6月加入公司证券部，担任证券事务助理职务。李

芬女士已于2019年9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止至公告日，李芬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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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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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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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月1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1月16日16: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出席会议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于晓风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王红雨女

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已由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工会会议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选举王红雨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三、备查文件

1、《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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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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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于2020年1月16日在公司会议

室举行了工会会议。经全体与会的工会代表认真审议，充分发扬民主，一致选举王红雨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职工代表监事王红雨女士将与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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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月16日

附件：

王红雨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专学历，毕业于齐齐哈尔医学院妇

幼卫生专业，执业药师资格，中级职称（主管药师）。1992年8月至2002年12月，在齐齐哈尔第一

机床厂职工医院担任药剂师；2004年4月至2004年11月，工作于海南灵康药业有限公司，负责研

发部药品申报；2004年11月至2008年10月， 就职于公司， 负责研发部药品申报；2008年11月至

2015年4月，曾先后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质量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采购部经理及全资子公司维乐药业总经理。

截止至公告日，王红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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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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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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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质押登记解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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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亨通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369,194,8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39%，亨通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194,2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52.60%。

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再质押的通知， 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2020年1月15日，亨通集团将其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2,240万股无限

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

股

）

22,4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8%

解质时间

2020

年

1

月

15

日

持股数量

（

股

）

369,194,812

持股比例

19.3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171,8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5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02%

注：本次解质股份于同日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见“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年1月15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24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该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1月16日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

万股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亨通集团有

限公司

是

2,240

否 否

2020

年

1

月

15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6.07% 1.18%

补充

流动

资金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1年1月8日，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

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亨通集团与崔根良

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

股

）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

股

）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

股

）

亨 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369,194,812 19.39 171,800,000 194,200,000 52.60 10.20 0 0 0 0

崔根良

213,394,433 11.21 129,580,433 129,580,433 60.72 6.81 36,360,433 0 7,000,000 0

合计

582,589,245 30.60 301,380,433 323,780,433 55.58 17.01 36,360,433 0 7,000,000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的6,300万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17.06%，占公司总股本的3.31%，对应融资余额为68,200万元；3,040万股将于未

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23%，占公司总股

本的1.60%，对应融资余额为40,000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6,522万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 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30.56%，占公司总股本的3.43%，对应融资余额为57,000万元。2,100万股将于未

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4%，占公司总股

本的1.10%，对应融资余额为18,500万元。

2.�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亨通集团的

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 崔根良先生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

于投资收益、股份红利等。

3.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股

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崔根良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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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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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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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73,38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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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0.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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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段文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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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6人，董事 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董事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独立董事李红斌先生、独立董事时雪松先生、独立董事郭鹏飞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万崇先生、职工监事马跃奎先生、职工监事黄河龙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钟德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崔周全先生，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尹敬东先生，副总经理师永林先生，副总经理易宣刚先生，纪委书记李建昌先生，副总经理郭

成岗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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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62,8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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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220,155 99.9811 164,800 0.0189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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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股东

为公司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57,953,7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

的议案

57,788,946 99.7156 164,800 0.28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1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刘书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

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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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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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蒙娜丽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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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事项概述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蒙娜丽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广东蒙娜丽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娜丽莎投资” ）

增资25,000万元人民币。上述增资完成后，蒙娜丽莎投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000万元变更

为人民币3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蒙娜丽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

二、进展情况

近日，蒙娜丽莎投资完成了上述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由佛山市南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广东蒙娜丽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324959189X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工业区（办公综合大楼）第三层4号

5、法定代表人：邓啟棠

6、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7、成立日期：2015年01月05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财务顾问；为企业提供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

的咨询服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管理；对城市项目进行投资；企业、

个人贷款代办服务，个人投资理财服务；实业投资、融资理财、在建工程项目贷款、金融信息的

咨询服务；信用担保及相关担保的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可行性研究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各种项目的策划服务与公关服务；工程勘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蒙娜丽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