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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股东陈遂佰先生、陈遂仲先生及肖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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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高新” 或“公司” ）于2019年9月10日

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6）。公司股东陈遂佰先生、陈

遂仲先生及肖明先生计划自2019年9月10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持有的恒大高新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6,134,46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00%）。

2020年4月8日，公司收到陈遂佰先生、陈遂仲先生及肖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陈遂佰先生、陈遂仲先生及肖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期限已经届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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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该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肖明 集中竞价

2019.10.24 9.295 1,218,700 0.40%

2020.03.05 9.540 47,200 0.02%

2020.03.06 9.529 167,300 0.05%

小计

1,433,200 0.47%

陈遂仲 集中竞价

2019.10.24 9.274 1,848,352 0.60%

合计

- - - 3,281,552 1.07%

注：2019年10月26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6）。陈遂仲先生及肖明先生于2019年10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67,052股，累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肖明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18,022 0.72% 784,822 0.26%

限售条件股份

1,478,681 0.48% 1,478,681 0.48%

合计

3,696,703 1.21% 2,263,503 0.74%

陈遂仲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48,352 0.60% 1,386,264 0.45%

限售条件股份

5,545,054 1.81% 4,158,790 1.36%

合计

7,393,406 2.41% 5,545,054 1.81%

陈遂佰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36,144 1.45% 4,436,144 1.45%

限售条件股份

2,957,362 0.96% 2,957,362 0.96%

合计

7,393,506 2.41% 7,393,506 2.41%

注:1、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年初可转让额度进行了核算。截至2019

年12月31日，陈遂仲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545,054股，2020年度可转让额度为1,386,264股（可

转让额度计算公式：年度可转让额度=核定股份可转让额度基准日持股余额×25%）。

2、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相关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1、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明先生在2017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时出具的

股份锁定承诺为：

“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分期解锁，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按以下规则分期解锁：

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公告后且长沙聚丰完成业绩承诺或本人完成补偿义务的，则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本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股份总额的30%； 上市公司

2017年年报公告后且长沙聚丰完成业绩承诺或本人完成补偿义务的，则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24个月后解锁本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股份总额的30%； 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公告

后且长沙聚丰完成业绩承诺或本人完成补偿义务的，则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

本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股份总额的40%。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涉嫌本人及长沙聚丰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

前，本人将不转让上述股份。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锁定期与上述

股份相同。”

2、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与奖励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长

沙聚丰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陈遂仲、陈遂佰、肖明作为长

沙聚丰业绩承诺人承诺：长沙聚丰 2016�年净利润不低于 2,900�万元（含本数），2017年净利

润不低于 3,770�万元（含本数），2018年净利润不低于 4,900�万元（含本数），2019�年净利润

不低于 4,950� 万元（含本数）。即，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 12�月 31�日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2,900� 万元、6,670�

万元、11,570�万元及 16,520�万元。 若长沙聚丰实现的净利润在 2016�年年底、2017年年底、

2018� 年年底及 2019� 年年底累计分别低于 2900� 万元、6670� 万元、11570万元、16520� 万元

时，应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长沙聚丰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

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长沙聚丰 2017�年度已完成业绩承诺、2018�年度实现

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3,861.80�万元，未达到当年业绩承诺数，但综合 2016�年一2018�年累计完

成业绩 11,578.07�万元，已经完成了累计承诺业绩，不需要向恒大高新承担补偿义务。

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明先生已完成 2016�年一2018�年的累计业绩承诺，不需要

向恒大高新承担补偿义务，不存在违反承诺的行为。

3、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明先生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亦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陈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明先生本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承诺，所

合计持有的18,483,615股股份已于2017年5月31日发行上市并由公司办理了股份锁定， 并分别

于2018年5月31日及2019年5月31日对部分股份解除锁定。除上述承诺外，陈遂仲、陈遂佰及肖

明无其他尚未到期的股份锁定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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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2、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减持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形。

3、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明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

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O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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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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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

27日以短信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8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结合远程视频

的方式召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举董事祝方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出

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祝方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选举祝方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徐新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徐新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金旻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何春先生、汤二庆先生、周玉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张进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周玉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周玉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具体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祝方猛、徐文财、胡天高、吴兴、姚明龙、张爱珠、陈凌

主任委员：吴兴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祝方猛、吴兴、张爱珠、姚明龙、陈凌

主任委员：张爱珠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祝方猛、吴兴、姚明龙、张爱珠、陈凌

主任委员：姚明龙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祝方猛、吴兴、姚明龙、张爱珠、陈凌

主任委员：陈凌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附：简历

1、祝方猛先生，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欧EMBA。曾任公司总经理，

优胜美特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优胜美特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

公司董事长，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

江横店普洛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祝方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祝方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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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祝方猛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徐文财先生，1966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注册会计师。曾任浙江大学工商管

理系副主任，现任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资深副总裁，兼任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徐文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现任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徐文财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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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徐文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胡天高先生，196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东阳中国银行副行长；现任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资深副总裁；兼任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横店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浙商银行董事。

胡天高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现任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胡天高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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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胡天高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吴兴先生，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欧EMBA。曾任浙江横店进出

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横店集团得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优胜美特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

任公司董事，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横店普

洛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微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 现任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吴兴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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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兴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张爱珠女士，196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张爱珠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张爱珠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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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爱珠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爱珠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6、姚明龙先生，1963年出生，博士，会计学副教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姚明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姚明龙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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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姚明龙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姚明龙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7、陈凌先生， 1966年出生,博士,经济学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管

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副院

长。自2004年5月兼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

陈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 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陈凌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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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凌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陈凌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徐新良先生，1969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浙江普洛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普洛得邦家园管理中心执行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山东汉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普洛得邦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新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0,328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徐新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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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徐新良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9、金旻先生，1968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公司副总经理，横店集团家园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普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普洛得邦家园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兼原料药事业部总经理。

金旻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 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金旻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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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金旻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10、何春先生，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人力资源

部总监、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CDMO事业部总经

理、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裕缘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 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何春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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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春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11、汤二庆先生，197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浙江横店普洛进出

口业务一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制剂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战略投资与商务发展

部总监。

汤二庆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张进辉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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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进辉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12、周玉旺先生，1966年出生，工学学士，经济师。曾任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英洛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处长，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周玉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周玉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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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周玉旺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13、张进辉先生，1975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

下属事业部财务科长，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办高级主管，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财务

部长，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进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张进辉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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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进辉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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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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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

27日以短信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8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结合远程视频

的方式召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监事厉国平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提名，选举监事厉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为止。（厉国平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8日

附：简历

厉国平先生：1973年出生，本科学历，浙大EMBA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东阳市公安局李

宅派出所民警、东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东阳公安局横店派出所副所长、横店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等职。现任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法纪总监、审计总监，兼任普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厉国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现任职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厉国平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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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厉国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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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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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祝方猛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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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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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8日09:15-15: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 代表股份720,475,8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13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93,565,8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36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126,910,0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6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1人， 代表股份128,670,57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1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760,5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126,910,0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686％。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审议的议案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0年3月1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一)�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61,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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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356,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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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二)�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61,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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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356,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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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三)�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61,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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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356,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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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四)�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61,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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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356,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3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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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五)�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458,5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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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653,2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17,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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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六)�审议《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横店集

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668,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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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66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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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七)�审议《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473,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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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66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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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八)�审议《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822,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651,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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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017,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25％；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651,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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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九）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投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727,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202％；反对20,639,71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47％；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922,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750％；反对20,639,71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07％；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2％。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十）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473,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66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0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3％；反对1,069,4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弃权1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498,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88％；反对1,069,4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12％；弃权1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祝方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60,955,835股

12.02.候选人：选举徐文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59,762,859股

12.03.候选人：选举胡天高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59,762,859股

12.04.候选人：选举吴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60,933,33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祝方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9,150,537股

12.02.候选人：选举徐文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7,957,561股

12.03.候选人：选举胡天高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7,957,561股

12.04.候选人：选举吴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9,128,037股

（十三）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3.01. 候选人： 选举姚明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2,277,

063股

13.02. 候选人： 选举张爱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2,254,

563股

13.03.候选人：选举陈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2,254,563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姚明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0,471,765

股

13.02.候选人：选举张爱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0,449,265

股

13.03.候选人：选举陈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0,449,265

股

（十四）《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厉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60,

955,836股

14.02.候选人：选举金龙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59,

762,86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 候选人： 选举厉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9,

150,538股

14.02. 候选人： 选举金龙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7,

957,563股

（十五）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田野、刘亚新

3、结论性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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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监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756� � �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2020-025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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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3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7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二、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

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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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185� � �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2020-021

债券代码：135577、150385、143195、143226、151272

债券简称：16格地01、18格地01、18格地02、18格地03、19格地01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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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

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2020年4月8日，公司已按承诺将5亿元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同

时，公司已将上述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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