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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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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9,520,715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2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发行情况：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和资源” ）于2017年2

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黄

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6号），核准

公司向黄平发行90,696,926股股份、向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

行13,624,001股股份、向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4,402,516

股股份、向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发行9,342,172股股份、向赣州虔盛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4,839,245股股份、向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发行2,179,840股股份、向王晓晖发行16,173,651股股份、向王金镛发行444,331

股股份、向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61,980,195股股份、向天津自贸区鑫泽通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35,881,292股股份、向海南文武贝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14,529,196股股份、向苏州和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4,455,711

股股份、向芜湖君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10,325,487股股份、向东方富

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7,021,394股股份、向宿迁华元兴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5,162,743股股份、向福建长泰集智能源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发行4,878,851股股份、向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发行3,304,236股股份、向王丽荣发行10,325,487股股份、向潘永刚发行2,787,832股

股份，向赵建洪发行1,784,304股股份、向唐立山发行1,393,916股股份、向谢洲洋发

行1,045,437股股份、向杨民发行1,045,437股股份、向杨勇发行975,827股股份、向陈

雁发行557,595股股份、向宋豪发行557,595股股份、向高子富发行418,232股股份、

向穆昕发行418,232股股份、向丁曼玲发行278,725股股份、向虞平发行139,362股股

份、向张建新发行139,362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向湖南博荣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铄京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智信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

圳市方东和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宜兴市永信投资有限公司、赖正健非公开发

行股份不超过77,980,000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2017年2月23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331,109,130股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公司总股本由原来

的941,039,383股变为1,272,148,513股。

2017年4月10日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77,980,000股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公司总股本由原

来的1,272,148,513股变为1,350,128,513股。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

1 黄平 90,696,926

13,604,539股限售期为12个月

22,674,232股限售期为24个月

54,418,155股限售期为36个月

2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624,001 12个月

3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402,516 12个月

4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9,342,172 12个月

5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839,245 12个月

6 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179,840 12个月

7 王晓晖 16,173,651

3,234,73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3,234,730股限售期为24个月

9,704,191股限售期为36个月

8 王金镛 444,331 12个月

9 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 61,980,195

3,099,01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3,099,010股限售期为24个月

55,782,175股限售期为36个月

10

天津自贸区鑫泽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881,292 36个月

11 海南文武贝投资有限公司 14,529,196

726,46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726,460股限售期为24个月

13,076,276股限售期为36个月

12 苏州和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55,711 12个月

13

芜湖君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0,325,487 12个月

14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021,394 12个月

15 宿迁华元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2,743 12个月

16 福建长泰集智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878,851 12个月

17

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3,304,236 12个月

18 王丽荣 10,325,487 12个月

19 潘永刚 2,787,832 12个月

20 赵建洪 1,784,304 12个月

21 唐立山 1,393,916 12个月

22 谢洲洋 1,045,437 12个月

23 杨民 1,045,437 12个月

24 杨勇 975,827 12个月

25 陈雁 557,595 12个月

26 宋豪 557,595 12个月

27 高子富 418,232 12个月

28 穆昕 418,232 12个月

29 丁曼玲 278,725 12个月

30 虞平 139,362 12个月

31 张建新 139,362 12个月

合 计 331,109,130 -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

1 湖南博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800,000 36个月

2 上海铄京实业有限公司 30,730,000 36个月

3 深圳市中智信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36个月

4 深圳市方东和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0 36个月

5 宜兴市永信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36个月

6 赖正健 2,450,000 36个月

合 计 77,980,000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 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进行每10股派0.30元（含税）的现金红利分配，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公司以2018年6

月29日的总股本1,350,128,51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1,350,128,513股变更为1,755,167,067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359,549,47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95,617,590。

其中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由168,862,089股变更为219,520,715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如下：

1、黄平承诺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盈利补偿承

诺的可实现性，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包括限售期届满当年），若赣州晨光稀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相应年度 （承诺年度为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承诺的净利润已经实现或虽未实现但黄平已经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补偿义务，则黄平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将分三次进

行解禁，并同时遵守下述限制：

股份解禁时间限制

第一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12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第二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24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后；第三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36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

《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股份解禁数量限制

第一次解禁额度上限为黄平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15%； 第二

次解禁额度上限为黄平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25%； 第三次解禁额

度上限为黄平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60%。

2、王晓晖承诺为保证本次交易盈利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自锁定期届满之日

起（包括限售期届满当年），若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于业绩承诺

补偿期内相应年度（承诺年度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承诺的净利润已经实现

或虽未实现但王晓晖已经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补偿

义务，则王晓晖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将分三次进行解禁，并同时遵守下述限

制：

股份解禁时间限制

第一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12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第二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24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后；第三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36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

《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股份解禁数量限制

第一次解禁额度上限为王晓晖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20%；第

二次解禁额度上限为王晓晖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20%； 第三次解

禁额度上限为王晓晖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60%。

3、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盛投资” ）、海南文武贝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文武贝投资” ）承诺为保证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

性，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包括限售期届满当年），若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相应年度（承诺年度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承诺

的净利润已经实现或虽未实现但文盛投资、 文武贝投资已经根据 《业绩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补偿义务，则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通过本次交易

获得的股份将分三次进行解禁，并同时遵守下述限制：

股份解禁时间限制

第一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12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第二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24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后；第三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36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

《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股份解禁数量限制

第一次解禁额度上限为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和资源

股份的5%；第二次解禁额度上限为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盛

和资源股份的5%；第三次解禁额度上限为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认

购的盛和资源股份的90%。

前述三家标的企业2018年度业绩实现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8）。

4、天津自贸区鑫泽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

的盛和资源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盛和资源限售股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盛和资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2、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其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过程中做出的与股份锁定相关的承诺；

3、本独立财务顾问对盛和资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9,520,715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2月24日；

3、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黄平 70,743,601 4.03% 70,743,601 0

2 王晓晖 12,615,448 0.72% 12,615,448 0

3 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 72,516,827 4.13% 72,516,827 0

4

天津自贸区鑫泽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645,680 2.66% 46,645,680 0

5 海南文武贝投资有限公司 16,999,159 0.97% 16,999,159 0

合 计 219,520,715 12.51% 219,520,715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34,350,666 -136,161,666 98,189,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6,544,049 -83,359,049 3,185,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20,894,715 -219,520,715 101,374,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1,434,272,352 219,520,715 1,653,793,06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34,272,352 219,520,715 1,653,793,067

股份总额 1,755,167,067 0 1,755,167,067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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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暨主要百货门店恢复营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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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京新百）自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政策，全面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履行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

披露的 《南京新百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暨百货门店暂停营业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5）

经相关政府部门验收批准，公司百货门店南京新百中心店、南京东方福来德

将于2020年2月19日起恢复营业，芜湖新百店与徐州东方福来德恢复营业时间以

政府部门后续通知为准。营业期间，公司将继续严格落实营业场所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公司在配合当地政府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积极筹备其他百货门店的

营业恢复工作，保障广大消费者的生活购物需求。

公司大健康境内业务板块根据各地政府政策，已逐步申请与落实复工，积极

筹备相关线下业务的恢复开展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及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公司积

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抗击疫情、稳定经营的同时，第一时间启动公益响应

工作，包括组织相关分子公司落实采购并捐赠各类防护用品与支援物资、发起爱

心捐赠，全力保障地区卫健委、医疗机构援鄂队伍的物资采购与配送。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后续复工复产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26� � �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0-009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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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7,882,5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882,5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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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由董事长袁建华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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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出席3人，董事陈旭东、刘志春、文生平、李彬彬由

于受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影响以通讯方式参与。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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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撤回注销全资子公司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手续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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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7,882,555 100.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武清、郑洁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 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3678� � �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0-003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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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2

月14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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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

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2月14

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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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截至目前，没有涉及火炬电子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

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情况

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未发现需要澄

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

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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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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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110� � �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1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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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7日收到持股5%

以上股东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仁世纪集团” ）出具的《华仁世

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华仁药业股票解除质押告知函》， 华仁世纪集团于近日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4,391,499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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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的

原因

华仁世

纪集团

否 64,391,499股

2017年2月27

日

2020年2月17日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8.03% 5.45%

股票质押式

回

购购回

上述相关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华仁世纪集团所持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华仁世纪集团共持有本公司134,063,74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1.34%。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其所持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冻结、拍卖

或设定信托）状态的股份数量为0。

三、备查文件

1、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华仁药业股票解除质押告知函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0-004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召开通知于2020年2月13日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并于

2020年2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申请贷款暨公司拟为其本次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经审议，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

园林” ）的资金需求，同意大兴园林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海口分行” ）申请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贷款期限6个月，

贷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最终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具体内容以浦发银行海

口分行实际审批为准。

大兴园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大兴园林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金额2,000万元，担保的主债权、担保范围等具体担保内容以大兴园

林与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公司与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签订的担

保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办理与

以上业务相关的其他贷款、担保事宜。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计划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

议案》，本次贷款及担保金额在上述额度内，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3118� � � �股票简称：共进股份 编号：临2020-007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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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

（股票简称：共进股份，股票代码：603118）于2020年2月14日、2月17日、2月18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第一大

股东汪大维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2月14日、2月17日、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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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或行业政策

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减

持股票的情况， 相应信息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临

2020-005、临2020-006），具体信息请查阅相关公告。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0年2月14日、2月17日、2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投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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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

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

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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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18� � �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06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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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2020� 年 1� 月 9� 日），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监事会主席漆建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1,3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4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披露了《共进股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 2020-001），监事、监事会主席漆建中先生计划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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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92,825股。

2020年2月17日，漆建中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92,800股，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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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建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71,300 0.048% IPO前取得：371,3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监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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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漆建中 92,800 0.012%

2020/2/10 ～

2020/8/8

集 中 竞

价交易

15.32 －

15.32

1,421,696 已完成 278,500 0.03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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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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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汇贤路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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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4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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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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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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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董事朱安达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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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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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22,460 99.77 173,440 0.2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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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9,600 5.24 173,440 94.76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洁、何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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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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