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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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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全票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名。会议由全体董

事推举董事姜银台先生主持，公司全体新当选监事及拟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姜银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姜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长姜银台（召集人）、副董事长姜明、独立董事方祥勇

（2）审计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郝玉贵（召集人）、独立董事方祥勇、董事长姜银台

（3）提名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方祥勇（召集人）、独立董事郝玉贵、副董事长姜明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方祥勇（召集人）、独立董事郝玉贵、董事长姜银台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姜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叶春雷先生、沈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肖传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肖传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独立董事就上述四项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经审阅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个人履历，相关人员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所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

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3、本次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聘任姜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叶春雷先生、沈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肖传龙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张文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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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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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议案获全票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全体监事推举邱

财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邱财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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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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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全票通过，无反对票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董事长

选举姜银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二、选举公司副董事长

选举姜明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构成

（1）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长姜银台先生（召集人）、副董事长姜明先生、独立董事方祥勇先生

（2）审计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郝玉贵先生（召集人）、独立董事方祥勇先生、董事长姜银台先生

（3）提名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方祥勇先生（召集人）、独立董事郝玉贵先生、副董事长姜明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方祥勇先生（召集人）、独立董事郝玉贵先生、董事长姜银台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公司总裁：聘任姜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2）公司副总裁：聘任叶春雷先生、沈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3）公司财务总监：聘任肖传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4）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肖传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上述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张文譞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附：简历

姜银台先生简历：

姜银台先生，195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2011年第十届浙江省优秀

企业家，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担任浙江省岱山泡沫总厂厂长；自2001年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姜明先生简历：

姜明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自2003年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自2019年6月起至今担任上海羽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自

2019年11月起至今担任上海立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郝玉贵先生简历：

郝玉贵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持有中国注册

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资格、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担任河南大学会计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审计学系主任、会计工程研究所所长；自2019年任浙江农林大学会计专硕MPAcc中心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及内审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内部控制副主任委员、浙江

省内部控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管理会计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现任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本公司独立

董事。

方祥勇先生简历：

方祥勇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拥有律师、注册会计师资格、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担任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职员，自1999年至今担任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

师、合伙人。 2017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叶春雷先生简历：

叶春雷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担任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销

售主管、分公司经理；自2003年起历任公司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沈艇先生简历：

沈艇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担任德尔福汽车门系统有限

公司质量经理、马瑞利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质量总监、佛吉亚汽车座椅部件有限公司质量经理；2011年2月加

入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裁。

肖传龙先生简历：

肖传龙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曾担任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福建盛达机器股份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4月加入公司，担任公司财务部负责人；自2017年9月起至今

担任福建明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自2019年9月起至今担任上海白虹软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自2019年11月起至今担任上海立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

书。

张文譞先生简历：

张文譞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7年7月加入公司，从事证券相关

工作。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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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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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邱财波先生、邬伟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陆备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股东大会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邱财波先

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8日

附：邱财波先生简历

邱财波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曾先后任职于浙江省岱山泡沫总

厂、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自2002年起担任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自2011年3月

起至今先后当选为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和第五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603730� � �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8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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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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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44,93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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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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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姜银台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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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董事姜杰先生，独立董事陈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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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35,661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姜银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44,935,661 99.9999

是

2.02

选举姜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44,935,261 99.9998

是

2.03

选举叶春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44,935,661 99.9999

是

2.04

选举肖传龙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44,935,211 99.9998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郝玉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44,935,661 99.9999

是

3.02

选举方祥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44,935,661 99.9999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邱财波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344,935,661 99.9999

是

4.02

选举邬伟国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344,935,661 99.9999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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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

选举姜银台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11,815 99.9952 - - - -

2.02

选举姜明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111,415 99.9763 - - - -

2.03

选举叶春雷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11,815 99.9952 - - - -

2.04

选举肖传龙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11,365 99.9739 - - - -

3.01

选举郝玉贵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111,815 99.9952 - - - -

3.02

选举方祥勇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111,815 99.9952 - - - -

4.01

选举邱财波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111,815 99.9952 - - - -

4.02

选举邬伟国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111,815 99.995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磊、柳伟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大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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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58�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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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1月15日、1月

16日、1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1月15日、1月16日、1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管路和热交换系统管路、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汽车节能

环保零部件、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汽车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

营状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均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资本市场相关媒体舆论涉及到氢能源、特斯拉概念等。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持有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3.57%，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宜兴市四通家电配件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均为意向性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8、2020-002）。 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对新源动力开展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

工作。

公司现阶段通过翰昂美国公司向特斯拉提供热管理系统零部件， 占公司整体营收比例较

小。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2020年1月15日， 公司控股股东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419,600股，其

一致行动人蒋依琳通过集中竞价减持1,835,600股。

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波动幅度较大。 2020

年1月17日，公司股票市盈率44.40，市净率4.95，高于汽车零部件行业平均市盈率，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截止2019年第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674,945,677.34元，比上年同期下滑8.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826,

116.21元，比上年同期下滑4.28%。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宜兴市四通家电配件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

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意向书》均为意向性协议，针对股权收购事项的具体内

容，将由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谈判，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

议予以确定，并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是否能签署正式的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属于特斯拉的二级供应商，2019年与特斯拉的相关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占公司

整体营收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后续是否能继续与翰昂签订关于特斯拉

的供货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四）行业风险

2019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 在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

新能源补贴大幅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总体将继续承压。

敬请投资者关注行业风险。

（五）大股东质押风险。

大股东质押比例较高， 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1892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9.5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8.72%，对应融资金额1.22亿元；未来一年内（不包含半年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量541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56.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4.93%，对应融资

金额4.15亿元；未来一年以上没有到期的质押股份。 资金压力较大。

四、公司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关于《农银汇理海棠三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分红

公告》的补充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海棠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海棠三年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9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4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农

银汇理海棠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170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465，093.54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38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9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

算确定

，

并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

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咨询相关情况。

5、 本公告为《农银汇理海棠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分红公告》的补

充公告，与《农银汇理海棠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分红公告》不一致的，以

本公告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8日

关于《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9年分红公告》的补充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66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12

月

2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农

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A

类

份额

）

1.333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C

类

份额

）

1.300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A

类份额

）

21,455,477.8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C

类份额

）

2,439,485.81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A

类份额

） 0.547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C

类份额

） 0.48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9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

算确定

，

并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

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咨询相关情况。

5、 本公告为《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分红公告》的补充公告，与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分红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98� � �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0-08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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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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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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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1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1000号5楼第二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杨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代表股份1,295,749,3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3.391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 代表股份1,263,710,99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3181％。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32,038,3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729％。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人，代表股份36,143,8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1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105,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375％。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24人，代表股份32,038,3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729％。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94,072,83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6％；反

对1,676,5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67,3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616％；反对1,67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8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93,459,864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3％；反

对1,844,35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3％；弃权445,116股，占出席公司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854,3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657％；反对1,84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28％；弃权445,

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5％。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93,461,364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4％；反

对1,800,85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弃权487,116股，占出席公司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855,8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698％；反对1,800,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25％；弃权487,

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志远、舒明杰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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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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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披露诉讼的主债权已转让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

● 涉案金额：32,948,772.99元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 或“公司” ）管理人于2019年9月26

日对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挂牌。 2019年10月15日，竞买人厦门创

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程资产” ）以起拍价400,294,241.22元在第二次拍卖中竞

拍成交。2019年10月16日，竞买人创程资产已将扣除保证金后的成交价余款缴入指定账户，并

于后期签署了相关协议。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2019年10月17日和2019年10月19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临2019-094” 和“临2019-096” 号公告。 2019年10月30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

刊登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

收联合公告》，依法将前述328家企业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创程资产。

虽然上述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主债权已公告转让，但诉讼案件遍布全国各个区域，债权

人收到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法院办理所有债权转让需要一定的程序，

故其中部分诉讼案件进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理。公司2020年1月16日收到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闽民终878号《民事判决书》，该法律文书所涉及诉讼案件为

上述应收账款事项，现将相关案件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甘肃中海龙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中海龙” ）为本公司经销商，长期拖欠公司货

款，经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甘肃中海龙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4,819.38万元，并要求兰州荣

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陈灿文、仲瑾、江福兴、黄胤、李清波、陈桂玲、陈灿明、陈淑真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2016年10月11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年11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52” 号公告。

2018年4月18日，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甘肃中海龙合同经济纠纷一案进

行公开审理，并出具（2016）闽02民初983号《民事判决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5月1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18-039” 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因不服前述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并出具了（2018）闽民终878号《民事判决书》。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如下：

1、维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9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2、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98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3、变更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9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甘肃中海

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司货款32,948,772.99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从2012年6

月30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为9,159,632.59元，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甘肃中海

龙归还欠款之日止以32,948,772.99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标准计算)、保全费5,000元；

4、兰州荣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第三项范围内对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驳

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主债权已转让，根据相关协议，本次公告诉讼案件的相关费用将由债

权受让人创程资产承担。 本次已转让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详见2019年10月19日已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临2019-096” 号公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

诉讼案件的进展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