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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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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6日接到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 ）的通知，为完善和优化企业管理结构，横店控股的股东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向相关方转让其持有的横店控股股权， 并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变更基本情况

1、变更前，横店控股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140,000 70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60,000 30

合计

200,000 100

2、变更后，横店控股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140,000 70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0,000 20

横店有限公司

20,000 10

合计

200,000 100

二、相关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1、股权结构变更前，横店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股权结构变更后，横店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GP为普通合伙人，LP为有限合伙人。

三、横店控股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横店有限公司系横店控股核心管理人员的持股平台，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系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的投资平台。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横店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横店社

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事项产生

影响。

特此公告。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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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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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安集团” ）的通知，荣安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

（

万

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荣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是

3,000 1.97% 0.94% 2018/7/16 2020/1/16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荣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是

5,000 3.28% 1.57% 2016/9/2 2020/1/17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荣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是

2,500 1.64% 0.79% 2016/9/9 2020/1/17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10,500 6.88% 3.30%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

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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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股

）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股

）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荣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525,939,

995

47.93%

1,072,150,

000

70.26% 33.67% 0 0% 0 0%

王久芳

945,000,000 29.68% 48,750,000 5.16% 1.53% 0 0% 0 0%

合计

2,470,939,

995

77.61%

1,120,900,

000

45.36% 35.21%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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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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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19年12月3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3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60,339,1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88%；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

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12,199,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549%；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8,139,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39%。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

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

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议如下：

1、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邱光

和、邱坚强、周平凡、徐波、邵飞春、陈新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

邱光和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22,74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邱光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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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18,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919%。

邱坚强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02,168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邱坚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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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498,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505%。

周平凡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02,168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周平凡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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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498,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505%。

徐波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83,54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徐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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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79,6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144%。

邵飞春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63,04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邵飞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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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59,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731%。

陈新生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56,14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陈新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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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52,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592%。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2019年12月31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余玉

苗、朱伟明、郑培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余玉苗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99,368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余玉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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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95,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463%。

朱伟明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73,468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朱伟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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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69,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941%。

郑培敏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365,74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郑培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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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661,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801%。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详见2019年12月31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姜捷、蒋成乐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姜捷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4,997,754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姜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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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293,8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387%。

蒋成乐女士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1,855,209,041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蒋成乐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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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50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643%。

上述两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兴东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2019年12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5,367,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328%；反对0股；

弃权4,971,6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2672%。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

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5,022,9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142%；反对135,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73%；弃权5,180,3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0.278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

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5,022,9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142%；反对135,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73%；弃权5,180,3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0.278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

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5,367,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328%；反对0股；

弃权4,971,6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2672%。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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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44,663,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837%；反对0股；弃权4,

971,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163%。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

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栩律师、韩陆征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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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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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在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月11日以书

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送达。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董事邵飞春、独立董事余玉苗、独立董事郑培敏、独立董事朱伟明以通

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邱光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邱光和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邱坚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邱坚强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平凡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平凡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与两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担任主

任委员，与本次选举的战略委员会委员周平凡和郑培敏组成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任期与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周平凡、朱伟明和余玉苗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余玉苗为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邱坚强、余玉苗和郑培敏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郑培敏为主任

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邱坚强、朱伟明和郑培敏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朱伟明为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徐波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徐波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宗惠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宗惠春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陈嘉宁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为陈新生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邵飞春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黄剑忠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聘任张伟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聘任陈新生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高管简历及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

期披露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聘任刘方明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负责人，负责审计部工作，任期与第五

届董事会相同；

（2）聘任范亚杰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

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刘方明、范亚杰简历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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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森马服饰高级管理人员、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徐波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毕业。中

国纺织规划研究会理事会副会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徐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87.77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

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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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嘉宁女士，1967年出生，中国台湾，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美国麻州波士顿大学，研

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在美国，中国和新加坡多个国家工作。1996年加入耐克集团，22年服务

期间历任品牌行销、品类管理、耐克篮球全球销售副总裁，耐克大中华销售副总裁，匡威（耐克

子公司）亚洲区副总裁、总经理等重要职位。在运动及时装零售业管理经验丰富。曾任女性与

消费者亚洲峰会演讲嘉宾。

截至公告日，陈嘉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嘉宁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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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新生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 南京金鹰国际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南京新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财务总监，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南京中

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陈新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新

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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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邵飞春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曾任温州中网计算机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CEO，杭州联中网络有限公司CEO。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邵飞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7.13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3%，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邵

飞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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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剑忠先生， 196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历任温州瓯海慈湖乡政府工办会计、副主

任，瓯海经济开发区办公室主任，瓯海区梧田镇政府企管所所长，温州黄河皮革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森马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森马集团党委书记、瓯海区人大

常委委员。

截至公告日，黄剑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剑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

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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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伟先生，197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分析双硕士。历任宝洁公司大中华

区、北美区及全球业务人力资源高管，阿斯利康中国及香港地区人力资源副总裁，联合利华北

亚区人力资源副总裁，世茂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和集团副总裁，摩拜人力行政副总裁。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人力资源官。

截至公告日，张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伟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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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宗惠春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本公司证券部部

长、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浙江上市公司协会第八届董秘专业委

员会常委会委员；温州市“金融服务进民企”金融顾问委员会董秘顾问。

宗惠春先生拥有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截至公告日，宗惠

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宗惠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管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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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方明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2000年加入森

马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森马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审计总监、浙江森马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审计负责人、审计部高级总监。

刘方明先生拥有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截至公告日，刘方

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方明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

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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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资

格和能力。

范亚杰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历

任本公司资深证券事务专员、证券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上市公司协会第三

届证代专业委员会常委会委员。

范亚杰先生拥有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相关

法律法规，具有从事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岗位工作的能力。截至公告日，范亚杰先生持有本

公司限制性股票3.56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范亚杰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

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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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资格和能

力。

附件2：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2689号

电话：021-67288431，传真：021-67288432

电子邮箱：ir@semir.com

证券代码：002563� � �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19-05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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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月11日以书

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并送达。本次会议由监事姜捷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与会监事经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姜捷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63� � �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20-02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王耀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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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12�月 27�日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有公司 5.00%股份的股东王耀海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

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90�自然天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0185%），详见巨潮网当日公告。

王耀海先生于2020年1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5,600股， 公司于

2020年1月11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巨潮网当日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王耀海先生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1月16日，王耀海先生已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万股，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交易情况

1、交易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期间

交易均价

（

元

/

股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王耀海 集中竞价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

9.92 50 0.0185%

2、本次交易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万股

) (

万股

)

王耀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99.24 5.00% 13,449.24 4.98%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交易完成后，王耀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13,449.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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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及王耀海先生均按照相关规定和承诺，对本次减持计划

的进展进行了披露；本次交易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三、备查文件

1、王耀海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269��������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20-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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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

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0年1月1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

东路8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胡佳佳、胡周斌、张

玉虎、林晓东、单喆慜、沈福俊、郑俊豪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胡佳佳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

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2020年2

月18日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期限自2020年2月18日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拟于2020年2月3日上午9: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对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股票代码：002269��������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20-002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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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

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0年1月1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

路8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周涛、冯辉和杨翠玉参

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长周涛先生

主持，经出席会议的监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同意推举蒋勤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至第

四届监事会届满。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8日

附件：简历

蒋勤：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9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公司人力资源

支持部人力资源专员、C2M业务HRBP负责人， 现任ME&CITY品牌人力资源与培训部总经

理助理。蒋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蒋勤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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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股票代码：002269��������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20-00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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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定于2020年2月3日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通知如

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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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0年2月3日（星期一）上午9: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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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3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下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 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20日

7、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2020年1月20日下午 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 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公司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 讨论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 讨论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3、 讨论审议《关于推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以上第1、2项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第3项议案中，监事候选人简

历已经披露在相应的监事会决议公告中。

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看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100

总议案

：

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

3.00

关于推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四、 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方式：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委

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请认真

填写回执，以便登记确认，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登记日17点前到达本公

司为准，并请通过电话方式对所发信函和传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

2、 登记时间：2020年2月1日（星期六），上午9:00�至17:00；

3、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

联系人：胡周斌 联系电话：021－38119999

传真： 021－68183939� � � � �邮政编码：201315

电子邮箱：Corporate@metersbonwe.com

五、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任何礼品，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69；

2、投票简称：美邦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2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2月3日

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编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总议案

：

以下所有议案

100

2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0

4

关于推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00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各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002269��������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20-003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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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监事周涛先生的书

面辞职申请。周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在公司监事会担任的监事长及监事的职务。

辞职后，周涛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监事会向周涛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

勉尽职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由于周涛先生的辞职将

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

监事后方能生效。 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监事之前， 周涛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

责。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推选蒋勤女士（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任职需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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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8日

附件：简历

蒋勤：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9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公司人力资源

支持部人力资源专员、C2M业务HRBP负责人，现任ME&CITY品牌人力资源与培训部总经理

助理。蒋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蒋勤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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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