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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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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透景生命” 或“公司” ）于近

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

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有效期 证书号

一种高危型人乳头

瘤病毒的检测和分

型试剂盒及其应用

ZL�2014�1�

0810426.3

透景生命 发明专利 2014年12月19日 20年 第3713330号

上述专利系公司自主研发，揭示了一类特别适合于诊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

毒（HPV）以及对HPV16和HPV18进行分型的检测试剂，已应用于公司人乳头

瘤病毒核酸检测与16/18分型试剂盒（荧光PCR法）产品线中。上述专利的取得

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

权优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04月02日

证券代码：002953� � �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6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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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交易

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0年4月1日、2020年4月2日）日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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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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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20年2月29日披露了 《2019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20-009），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3、公司2019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公司2019年度具体财

务数据详见届时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2019年年度报告。

4、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5、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628� � �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8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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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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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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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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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DANIEL先生

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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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3人，林志扬、刘宗柳、郭东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洪小聪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梦瑶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财务总监方蓉闽出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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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57,800 99.9881 0 0.0000 23,000 0.011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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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94,257,801 99.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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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32,441 99.885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沈纬、葛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2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庄浩女士一致行动人西藏永悦诗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藏永悦”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西藏

永悦 是 262 30.51% 1.18% 否 否

2020-03-30 2021-03-30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股权类投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永悦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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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庄浩 5,134.6107 23.07% 1,755.4760 34.19% 7.89% 1,755.4760 100% 2,095.4820 62.01%

庄澍 2,253.1250 10.12% 170.0000 7.55% 0.76% 0 0 1,689.8437 81.12%

西藏永悦 858.7000 3.86% 262.0000 30.51% 1.18% 0 0 0 0

张和平 390.5250 1.75% 0 0 0 0 0 292.8937 75.00%

贺静颖 390.5250 1.75% 0 0 0 0 0 292.8937 75.00%

合计 9,027.4857 40.56% 2,187.4760 24.23% 9.83% 1,755.4760 80.25% 4,371.1131 63.91%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3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4,500万元通过二级市场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29元/股，回购数量不低于300万

股，不高于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35%，不高于2.25%，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

月3日、2019年12月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告编号：2019-118）、《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121）等相关公告。

2019年12月18日，公司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

12月19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23）。

公司于2020年2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29元/股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58元/股，股份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回购期

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65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29%，购买的最高价为

34.58元/股， 最低价为23.05元/股， 成交均价为29.06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18,

997,267.2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

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2019年12月18日）前五个交易日（即

2019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7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1,230,900股。截至

2020年3月31日，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329,700股（2020年3月12日

至2020年3月17日）， 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2,807,725股）。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2日（星期四）下午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2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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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72号中闽大厦2702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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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庄浩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0年3月18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8、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0,872,7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0.82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0,872,4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0.82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184,9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12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184,6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2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庄浩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0,872,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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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184,9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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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0,872,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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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184,9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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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新、 唐小斌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0】第0065号

致：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

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核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

意见，不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

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会议

有关的文件、资料、说明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 ）均真实、准确、完整，相

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4）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

以公告， 未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2020年3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召集。

根据2020年3月18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召开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召开

方式、审议事项等进行了披露。

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召集本次会议，并已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

间、会议地点、出席人员、审议事项等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4月2日下午14:00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

北路72号中闽大厦2702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庄浩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4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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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9:15至15:00的

任意时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90,872,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24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90,872,4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244%。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均为截至2020年3月26日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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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1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3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9,184,9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3%。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以书面记

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

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与会议通知所公告的议案一致。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经合并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90,872,79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9,184,93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90,872,79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9,184,93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乔佳平 经办律师： 刘亚新

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 � �唐小斌

_______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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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803� � � �转债简称：国泰定01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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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699号国泰集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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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6,66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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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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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熊旭晴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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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陈共孙先生、邓志斌先生、刘元魁先生，

独立董事李汉国先生、余新培先生、杨祖一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杜华先生，监事喻强先生、刘勇虎

先生、李健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调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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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612,280 99.9786 52,600 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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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方案调整的议案

185,400 77.8991 52,600 22.100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中明、傅怡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临时提案；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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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20-035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

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北方” ）的告知函，获悉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

质押解除

日

质权人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是，控股股东 5,030,000 3.76% 1.02%

2019年4月

8日

2020年4月

1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合 计 5,030,000 3.76% 1.02%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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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33,678,139 27.11% 114,518,489 85.67% 23.23% 0 0% 0 0%

张新育 4,438,822 0.90% 4,438,822 100.00% 0.90% 3,329,116 75% 0 0%

北京天融博汇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天

融资本新三板二号

基金

5,440,158 1.10% 0 0% 0% 0 0% 0 0%

合计 143,557,119 29.11% 118,957,311 82.86% 24.13% 3,329,116 2.80% 0 0%

注：张新育所持股份中限售股性质为高管锁定股，公司目前总股本数量为

493,066,161股。

科锐北方本次办理的股份解除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产生影响，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目前科锐北方股票质

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其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情形，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解除质押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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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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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根据第九届董事局第

六十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及授权，申报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年4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下发的《关于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68号）文件，对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批复

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

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

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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