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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50� � �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3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立兴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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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立兴实业” ）计划自2020年3月12日至2020年9月11日（减持计划期间为六个月，

交易禁止的日期除外）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01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2.00%），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01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00%， 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合计减持不超过16,

0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00%）。

本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立兴实业出具的 《持有龙津药业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现将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85,933,043

约

21.4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拟减持股份原因 自身业务资金需要

股份来源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送红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8,01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00%

；

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8,01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00%

，

合计减持

不超过

16,020,000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比例的

4.00%[

注

]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期间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

；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

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

价格区间 视市场价格确定

注：若减持期间龙津药业总股本发生变化，则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但保持拟减持比

例不变。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立兴实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承诺如下：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股

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基于对发行人未来良好的经营、发展信心，并为了持续分享发行人未来的发展成果，本

公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25%。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作为本公司董事的立兴实业股东周晓南承诺：

“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立兴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也不由立兴实业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锁定期

满后，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将向股份公司申报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股份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股份公司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

卖出股份公司股份；若本人从股份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不超过本人持有该部分股份总数的50%。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股票上

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承诺详细

内容请查阅本公司已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立兴实业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即本次减持计划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

格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是否能够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如果本次减持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完成，立兴实业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3、立兴实业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

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更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立兴实业承诺明确知悉并遵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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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和各项承诺，并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立兴实业出具的《持有龙津药业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002750� � �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4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樊献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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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群星投资” ）、实际控制人樊献俄先生计划自2020年3月12日至2020年9月11日（减持

计划期间为六个月，交易禁止的日期除外）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0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0%），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010,00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0%， 任意连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合计减持不超过12,01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00%）。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群星投资、实际控制人樊献俄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根据法律法规、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165,723,830

约

41.38%

2

樊献俄

3,211,732

约

0.8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份来源、减持方式、拟减持数量上限及比例

拟减持股份原因 因企业经营和股东资金需求

股份来源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送红股

、

集中竞价交易

取得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4,005,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00%

；

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8,010,000

股

（

其中樊献俄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802,933

股

，

群星投资拟减持不超过

7,207,067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00%

，

合计

减持不超过

12,015,000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比例的

3.00%[

注

]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期间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

；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

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

价格区间 视市场价格确定

注：若减持期间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等除权事项，则对减持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群星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承诺如下：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15年9月24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本公司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

作相应调整。”

“基于对发行人未来良好的经营、发展信心，并为了持续分享发行人未来的发展成果，本

公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10%。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群星投资的股东樊献俄先生、邱钊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承诺如下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也不由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权。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将向股份公司申

报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及变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股份公司的股份，买入后六

个月内不再卖出股份公司股份；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

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该

部分股份总数的50%。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

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3、群星投资及其股东樊献俄先生、邱钊先生于2018年2月11日向本公司董事会出具《关于

不减持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决议》， 承诺群星投资持有的龙津药业限售股自解

除限售之日起的12个月内（即2018年3月24日起至2019年3月23日止）不减持。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相关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即本次减持计划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

格上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是否能够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群星投资与樊献俄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两者减持股份总数合并计算，樊献俄先生担任

龙津药业董事长、总经理，还需遵守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管理要求。如果本次减持计划得以

顺利实施完成，群星投资仍是公司控股股东，樊献俄先生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群星投资、樊献俄先生承诺明确知悉并遵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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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并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群星投资、樊献俄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单位：万元

被担保主体 担保期限 金额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五年

327,000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30,000

格林美

（

江苏

）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000

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17,000

格林美

（

无锡

）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72,800

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格林美

（

武汉

）

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0,000

荆门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内蒙古新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5,000

山西洪洋海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5,000

合 计

617,800

2020年2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联董事陈星题先生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689,506.134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04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及其它

含镍、含镉、含铜、含锌电子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超细粉体材料、高能电池材料、电子新材料及其产品、有色金属

及其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开发；技术与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

券、期货及其他许可项目）；环境服务、环境咨询，市政给排水、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项目投资和运营管理；稀贵金属、

稀散金属、稀土、废旧五金电器、废塑料、废渣、废泥的循环利用；液晶面板的综合利用，铟及其工业用盐的回收；粗铜、

粗锡的生产与销售；塑木型材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工业用钠盐、锌盐、锰盐、铵盐的回收、生产与销售；液氨、硫酸、

盐酸、氢氧化钠、过氧化氢、乙炔、氮气、硫酸钴、硫酸镍、氢气（储存）、次氯化钠、氯气（票面）、氯酸钠、硫磺、四氯乙

烯、煤油、油漆、漂白粉、柴油、工业酒精、硫化钠、硫化铵、过硫酸钠、氟化钠、亚硫酸钠、二氧化碳批发仓储；普通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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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荆门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8,982,592,405.62 20,902,678,647.91

负债总额

9,445,170,769.73 10,735,226,329.05

净资产

9,537,421,635.89 10,167,452,318.86

营业收入

13,748,237,778.33 9,774,202,769.22

利润总额

988,534,941.71 702,321,720.44

净利润

863,926,761.72 600,883,515.11

2、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490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玉飞

成立日期：2010年05月1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废线路板处理；废旧金属、废旧

电池、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及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电器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

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分类贮存与处置。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综合利用；生态

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生产销售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塑木型材及合金制

品的生产销售；各种物质与废旧资源的供销贸易；进出口贸易；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充电服务、汽车售后服务；报

废汽车的回收、拆解、综合利用及拆解产物的销售；废五金、废电机、废电器、废钢、废电线电缆的回收、拆解、综合利用

及拆解物的销售；废塑料回收、分拣、加工及塑料产品的销售;铜及电解铜的供销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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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西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597,856,587.12 1,990,140,563.53

负债总额

751,974,117.24 1,048,540,871.27

净资产

845,882,469.88 941,599,692.26

营业收入

903,720,580.55 800,011,099.14

利润总额

47,843,563.62 111,056,389.04

净利润

49,199,134.41 96,837,222.42

3、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928.5715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伟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0日

注册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北路8号

经营范围：生产一般化工产品钴粉、电积钴、电积铜、草酸钴、碳酸钴、碳酸镍、硫酸镍、四氧化三钴、钴酸锂、氯化

钴、硫酸钴、氢氧化镍钴锰、硫化镍、工业盐（氯化钠）、工业硫酸锰、工业碱式碳酸锌、羟基氧化镍、工业硫酸锰、硫化

铜、三元前驱体、硫酸钠及技术服务、设备制作；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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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2,246,992,485.87 2,628,519,221.50

负债总额

884,131,397.93 1,189,950,530.86

净资产

1,362,861,087.94 1,438,568,690.64

营业收入

3,505,552,457.54 1,638,962,130.30

利润总额

238,162,300.17 83,984,235.59

净利润

199,127,844.40 70,152,892.14

4、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8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万国标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2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废弃钨、钼、钽、铌稀有金属制品的循环利用以及相关钨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废旧硬

质合金制品及钨、钼、钽、铌报废材料的回收与销售，报废材料以及循环再造产品的进出口（以上不含国家专项规定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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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荆门德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410,314,546.44 422,227,450.73

负债总额

172,415,647.97 163,560,964.02

净资产

237,898,898.47 258,666,486.71

营业收入

736,407,849.44 461,131,918.59

利润总额

66,101,733.97 24,111,428.10

净利润

57,237,182.92 20,767,588.24

5、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翔

成立日期：2011年03月23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硕放振发路235号

经营范围：钴酸锂、三元材料的研发和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汽车充电设备批发、零售；汽车充电服务；汽车维修；

梯级利用电池能源产品的租赁、销售；梯级利用动力电池包、模组及其塑胶件、五金件、电子元器件、结构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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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无锡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769,438,669.10 1,936,298,594.32

负债总额

909,240,972.22 1,055,835,556.74

净资产

860,197,696.88 880,463,037.58

营业收入

2,237,187,091.60 1,611,128,795.22

利润总额

36,275,014.04 24,104,856.17

净利润

35,643,647.59 20,265,340.70

6、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星题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乐清市芙蓉镇工业区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碳化钨、仲钨酸铵、钻头、五金工具、电动工具生产、加工、销售；钴、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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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65%

浙江德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352,682,813.91 436,077,455.01

负债总额

66,999,249.73 106,800,446.25

净资产

285,683,564.18 329,277,008.76

营业收入

663,766,192.48 435,630,786.45

利润总额

64,211,745.70 49,484,800.07

净利润

53,987,336.27 43,680,189.66

7、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180万元

法定代表人：鲁习金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6日

注册地址：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马鞍村

经营范围：城市矿产资源产业园开发、运营与管理、物业服务、仓储服务，再生资源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

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含贵金属催化剂废料的回收与利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废旧物资交易咨询、中介

服务，会议会展服务，铁粉及有色金属粉末、合金与压延制品、塑料原料与制品的加工、生产、销售，新型建筑装饰材料

的制造与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及机械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产

业与环保技术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废弃电器电子的

回收与处理（凭有效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经营）；废旧电池收集暂存，维护；塑料制品的租赁；废五金、废钢、废电线

电缆回收、综合利用及销售；废金属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废塑料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城市矿产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609,251,058.49 1,614,411,734.81

负债总额

1,000,464,157.79 1,008,040,371.71

净资产

608,786,900.70 606,371,363.10

营业收入

204,080,007.30 209,349,176.11

利润总额

-66,497,021.48 -461,266.75

净利润

-59,493,585.32 -2,415,537.59

8、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1,377.8464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铭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22日

注册地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经营范围：废钢、废五金、废弃电子电器、报废汽车、报废机械装备、废塑料、废旧电路板、废轮胎、报废轻化工产品

（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等再生资源的回收、储运、拆解、处置与销售（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汽车销售、二手车

及其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汽车充电服务；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与销售；电子商

务及其信息咨询、网站建设及运营服务；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与循环再造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

理、土壤修复改良工程及技术服务；机械成套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剂、污水处理材料及仪器仪表的生产与销售。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92.5124%

河南沐桐环保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639,336,106.28 624,576,967.78

负债总额

416,940,650.16 123,088,832.26

净资产

222,395,456.12 501,488,135.52

营业收入

192,141,786.42 46,209,113.08

利润总额

-18,656,601.18 -8,290,434.31

净利润

-16,087,720.91 -8,326,632.58

9、荆门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丹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02月16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运输（9类），矿渣、废水渣、污泥的综合利用，一般工业废物处置，危险废物处置业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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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荆门绿源环保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98,175,931.67 123,733,616.79

负债总额

91,815,350.34 116,467,105.26

净资产

6,360,581.33 7,266,511.53

营业收入

10,286,381.17 4,515,952.55

利润总额

3,217,680.93 180,961.23

净利润

2,764,103.56 905,930.20

10、内蒙古新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内蒙古新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习金

注册资本：962.786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05日

注册地址：达拉特旗三垧梁工业园区经五路东，纬一路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加工处理；废旧五金电器、电线电缆、废

电机、固体废弃物回收、拆解加工处理；环保设备设计和研发、环保材料研发、环保技术推广与应用。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持股比例为85%

内蒙古新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93,386,525.48 225,344,968.27

负债总额

168,573,107.41 178,906,648.93

净资产

24,813,418.07 46,438,319.34

营业收入

72,790,772.04 111,570,016.57

利润总额

9,323,932.77 23,207,468.27

净利润

9,353,331.66 21,624,901.27

11、山西洪洋海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西洪洋海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习金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01月06日

注册地址：长治市长北桥东北路5号

经营范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国家限制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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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持股比例为80%

山西洪洋海鸥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97,483,589.85 132,784,858.47

负债总额

73,342,318.36 95,989,973.92

净资产

24,141,271.49 36,794,884.55

营业收入

70,709,411.76 82,665,120.75

利润总额

13,663,673.77 21,581,883.79

净利润

13,069,504.75 16,153,613.0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额度、品种、期限、担保方式以各授信主体最终同银 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各授信主体可以

根据实际需求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并在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办理上述担保协议项下相关业务

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80,467.57万元（除

公司为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1,575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其余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

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9.7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因公司下属公司荆门格林美、江西格林美、江苏格林美、荆门德威、无锡格林美、浙江德威、武汉城市矿产公司、河

南沐桐环保、荆门绿源环保、内蒙古新创、山西洪洋海鸥等原有授信额度到期和自身资金需求，公司为下属公司拟申

请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61.78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五年。上述银行授信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本

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该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且公司为下属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下属公司荆门格林美、江西格林美、江苏格林美、荆门德威、无锡格林美、

浙江德威、武汉城市矿产公司、河南沐桐环保、荆门绿源环保、内蒙古新创、山西洪洋海鸥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并同

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0-017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

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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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 ）、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格林美”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格林

美”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城市矿产公司”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

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城市矿产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具有资质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公司同意为荆门格林美、江西格林美、江苏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公司、天津城市矿产公司在总额度不超过9亿

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内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融资

租赁方式包括新购设备直接融资租赁和自有资产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公司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公司授权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遵循融资市场、控制融资成本最低等原则基础上商谈、办理申请融资租赁的有关事宜及与融

资租赁公司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公司为该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融资租赁主体 担保期限 金额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五年

20,000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10,000

格林美

（

江苏

）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格林美

（

武汉

）

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格林美

（

天津

）

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合 计

90,000

2020年2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689,506.134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04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及其它

含镍、含镉、含铜、含锌电子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超细粉体材料、高能电池材料、电子新材料及其产品、有色金属

及其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开发；技术与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

券、期货及其他许可项目）；环境服务、环境咨询，市政给排水、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项目投资和运营管理；稀贵金属、

稀散金属、稀土、废旧五金电器、废塑料、废渣、废泥的循环利用；液晶面板的综合利用，铟及其工业用盐的回收；粗铜、

粗锡的生产与销售；塑木型材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工业用钠盐、锌盐、锰盐、铵盐的回收、生产与销售；液氨、硫酸、

盐酸、氢氧化钠、过氧化氢、乙炔、氮气、硫酸钴、硫酸镍、氢气（储存）、次氯化钠、氯气（票面）、氯酸钠、硫磺、四氯乙

烯、煤油、油漆、漂白粉、柴油、工业酒精、硫化钠、硫化铵、过硫酸钠、氟化钠、亚硫酸钠、二氧化碳批发仓储；普通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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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荆门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8,982,592,405.62 20,902,678,647.91

负债总额

9,445,170,769.73 10,735,226,329.05

净资产

9,537,421,635.89 10,167,452,318.86

营业收入

13,748,237,778.33 9,774,202,769.22

利润总额

988,534,941.71 702,321,720.44

净利润

863,926,761.72 600,883,515.11

2、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490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玉飞

成立日期：2010年05月1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废线路板处理；废旧金属、废旧

电池、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及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电器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

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分类贮存与处置。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综合利用；生态

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生产销售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塑木型材及合金制

品的生产销售；各种物质与废旧资源的供销贸易；进出口贸易；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充电服务、汽车售后服务；报

废汽车的回收、拆解、综合利用及拆解产物的销售；废五金、废电机、废电器、废钢、废电线电缆的回收、拆解、综合利用

及拆解物的销售；废塑料回收、分拣、加工及塑料产品的销售;铜及电解铜的供销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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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西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597,856,587.12 1,990,140,563.53

负债总额

751,974,117.24 1,048,540,871.27

净资产

845,882,469.88 941,599,692.26

营业收入

903,720,580.55 800,011,099.14

利润总额

47,843,563.62 111,056,389.04

净利润

49,199,134.41 96,837,222.42

3、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928.5715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伟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0日

注册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北路8号

经营范围：生产一般化工产品钴粉、电积钴、电积铜、草酸钴、碳酸钴、碳酸镍、硫酸镍、四氧化三钴、钴酸锂、氯化

钴、硫酸钴、氢氧化镍钴锰、硫化镍、工业盐（氯化钠）、工业硫酸锰、工业碱式碳酸锌、羟基氧化镍、工业硫酸锰、硫化

铜、三元前驱体、硫酸钠及技术服务、设备制作；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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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2,246,992,485.87 2,628,519,221.50

负债总额

884,131,397.93 1,189,950,530.86

净资产

1,362,861,087.94 1,438,568,690.64

营业收入

3,505,552,457.54 1,638,962,130.30

利润总额

238,162,300.17 83,984,235.59

净利润

199,127,844.40 70,152,892.14

4、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180万元

法定代表人：鲁习金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6日

注册地址：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马鞍村

经营范围：城市矿产资源产业园开发、运营与管理、物业服务、仓储服务，再生资源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

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含贵金属催化剂废料的回收与利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废旧物资交易咨询、中介

服务，会议会展服务，铁粉及有色金属粉末、合金与压延制品、塑料原料与制品的加工、生产、销售，新型建筑装饰材料

的制造与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及机械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产

业与环保技术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废弃电器电子的

回收与处理（凭有效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经营）；废旧电池收集暂存，维护；塑料制品的租赁；废五金、废钢、废电线

电缆回收、综合利用及销售；废金属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废塑料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城市矿产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1,609,251,058.49 1,614,411,734.81

负债总额

1,000,464,157.79 1,008,040,371.71

净资产

608,786,900.70 606,371,363.10

营业收入

204,080,007.30 209,349,176.11

利润总额

-66,497,021.48 -461,266.75

净利润

-59,493,585.32 -2,415,537.59

5、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丹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8日

注册地址：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园区十号路9号

经营范围：废五金、废金属、废电池、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废塑料、废线路板、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

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废玻璃回收、处置与销售；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铁粉及有色金属粉末、合金及其

压延制品、塑料原料及其制品的加工、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废旧物资展示、交易咨

询、会议会展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除外）；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互联网开

发与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开发；环境技术研发及信息咨询服务；网上销售废旧电子产品、废旧家用

电器；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充电服务、汽车维修服务；普通货运；报废机

动车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再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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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津城市矿产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732,945,685.00 719,430,640.05

负债总额

301,075,216.84 300,764,606.86

净资产

431,870,468.16 418,666,033.19

营业收入

60,956,531.06 63,053,894.44

利润总额

-22,804,497.59 -13,282,952.89

净利润

-24,962,310.13 -13,204,434.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担保协议具体的担保额度、期限、担保方式以具体业务主体最终同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相关

合同为准，具体业务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并在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本次向融资

租赁公司申请融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本次申请的融资额度不等同于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在此额度内以融资租赁公司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在办理上述担保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80,467.57万元（除

公司为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1,575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其余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

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9.7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因公司下属公司荆门格林美、江西格林美、江苏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公司、天津城市矿产公司自身经营发展需

要，拟与具有资质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为荆门格林美、江西格林美、江苏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公司、天

津城市矿产公司拟申请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9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上述担保有利于满足

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本

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且公司为下属公司所提供

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为下属公司荆门格林美、江西格林美、江苏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公司、天津城市矿产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担保，并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0-01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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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20年3月6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

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6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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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2月28日

7.出席对象：

（1） 凡2020年2月2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

权以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

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A座20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发行对象

（5）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6）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7）上市地点

（8）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审议《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5、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已经2020年2月1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第8项、第9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上述第6项提案，关联董事王敏女士、陈星题先生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上述第7项、第8项提案，关联董事陈星题先生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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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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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

2.00

《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

：（

10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2.03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4

发行对象

√

2.05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2.07

上市地点

√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00

《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

4.00

《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

√

5.00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

√

6.00

《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7.00

《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

√

8.00

《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9.00

《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议案

》

√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0年3月2日9:00～17:00

（二）登记方式：

1．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券账户卡；

2．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3．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证券账户卡；

4．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授权委托

书、证券账户卡；

5．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向大会登记处提交前述

规定凭证的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资料（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20年3月2日

17：00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A座20层

邮政编码：518101

联系电话：0755-33386666

指定传真：0755-33895777

联 系 人：欧阳铭志、程青民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七、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40” ，投票简称为“格林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

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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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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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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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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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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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人（本股东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

意

反

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

2.00

《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

10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2.03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4

发行对象

√

2.05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2.07

上市地点

√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00

《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

4.00

《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

案

》

√

5.00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

√

6.00

《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7.00

《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

√

8.00

《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9.00

《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

√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 、“反对” 、“弃权” 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

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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