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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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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666弄B座5层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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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171,7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17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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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4.95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74.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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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黎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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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6人，独立董事孙文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已履行请假手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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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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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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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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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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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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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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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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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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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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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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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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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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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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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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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关于选举胡黎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5.02

关于选举刘洁茜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5.03

关于选举夏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5.04

关于选举苏仁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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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关于选举冯震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6.02

关于选举赵歆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6.03

关于选举洪志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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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关于选举李宁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7.02

关于选举周占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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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170,745 99.9146 1,000 0.0854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70,745 99.9146 1,000 0.0854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170,745 99.9146 1,000 0.0854 0 0.0000

15.01

关于选举胡黎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5.02

关于选举刘洁茜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5.03

关于选举夏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5.04

关于选举苏仁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6.01

关于选举冯震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6.02

关于选举赵歆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6.03

关于选举洪志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5.01-15.04、议案16.01-16.0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

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侃、潘添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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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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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

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规定， 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全体监事共同推举刘秋凤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选举刘秋凤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秋凤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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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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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刘秋凤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其中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本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5月23日

附件：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秋凤：女，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就职于延锋安道

拓座椅有限公司任高级人力资源专员。2014年5月至今， 任公司人事行政经理。2018年8月至

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本公告日，刘秋凤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上海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秋凤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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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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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胡黎强先生；

2、董事会成员：胡黎强先生、刘洁茜女士、夏风先生、苏仁宏先生、洪志良先生（独立董

事）、冯震远先生（独立董事）、赵歆晟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胡黎强 胡黎强、夏风、洪志良

审计委员会 赵歆晟 赵歆晟、冯震远、胡黎强

提名委员会 洪志良 洪志良、冯震远、胡黎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冯震远 冯震远、赵歆晟、刘洁茜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刘秋凤女士；

2、监事会成员：刘秋凤女士（职工代表监事）、李宁先生、周占荣先生。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胡黎强先生；

2、副总经理：刘洁茜女士、孙顺根先生；

3、财务负责人：汪星辰先生；

4、董事会秘书：汪星辰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张漪萌女士。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董

事会秘书汪星辰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张漪萌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666弄2号5层504-511室

电话：021-51870166

传真：021-50275095

邮箱：bpsemi@bpsemi.com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3日

附件：

胡黎强：男，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荣获“上海市

领军人才” 、“第八届上海科技企业家创新奖” 等荣誉。历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

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力通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安森美半导体设计（上海）有限

公司设计工程师、龙鼎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设

计经理；200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洁茜：女，197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大连华南系统

有限公司销售助理、上海东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

限公司实验室工程师、科孚德机电(上海)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09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夏风：男，196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中国香港非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历任株洲市中南无线电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株洲市氧化锌避雷器厂副厂长，深圳市族

兴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技术总监。2008年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苏仁宏：男，197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程师。历任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WCDMA系统部项目经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WCDMA基站研发部专家

组长、Semtech� International� AG市场部经理、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华登投资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华登国际）合伙人。现任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奥银湖杉（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洪志良：男，194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历任沈阳工业大学

讲师、复旦大学博士后、汉诺威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位，现就职于复旦大学集成电路设计实验

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兼任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思瑞浦微电

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冯震远：男，196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一级律师。曾任

桐乡市律师事务所任律师、副主任，浙江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党委委员；现任浙江百家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主任；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浙江省律师协会顾问，嘉兴市律师协会会长、

党委副书记，嘉兴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法狮龙家居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

立董事。

赵歆晟：男，197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加拿大注册会计

师，美国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曾任安达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资深审计师、上海

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上海思倍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秋凤：女，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就职于延锋安道

拓座椅有限公司任高级人力资源专员。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人事行政经理。2018年8月至今，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宁：男，198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德州仪器

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公司销售总监。2017年1月至今，

任公司监事。

周占荣：男，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三星电机有

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恩智浦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资深销售经理。2015年1月至今，任公司运

营总监。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孙顺根：男，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意法半导体

（深圳）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杭州士康射频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设计工程师、杭州茂力半导体

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设计工程师。2011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

汪星辰：男，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上海寰通商务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铁姆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业务开发经理、财务经理；奥升德功能材料（上

海）有限公司亚太区财务、行政总监；铁姆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业务财务经理、全球

轴承业务财务总监。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张漪萌：女，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苏州布斯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咨询顾问、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10月至

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39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宇昂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邓栋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宇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宇昂

任职日期

2020-5-23

证券从业年限

4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4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李宇昂先生，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任研究员，从事宏观和信用

债研究，

2017

年

8

月加入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固定收益研究员、投资经理、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宝盈聚丰两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鸿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瑞混合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023

宝盈聚丰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0-31 -

008511

宝盈鸿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3-13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宇

离任原因 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0-05-23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大成景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大成景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自2020年4月30日起进入清算期。清算报告全文于

2020年5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

//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关于大成标普500等权重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

QDII

）

基金主代码

096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

购）起始日

2020

年

5

月

25

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5,000.00

原因说明 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20年5月25日起，由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大成标普500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金额限额应不超过1千元（含本数）调整为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大成标普500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金额限额应

不超过5千元（含本数），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大成标普500等权重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的金额累计超过5千元（不含本数），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大成标普500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正常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80� � � �证券简称：映翰通 公告编号：2020-023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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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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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2,272,1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2,27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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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2.48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4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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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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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钟成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李红雨女士、副总经理韩传俊先生、财

务负责人俞映君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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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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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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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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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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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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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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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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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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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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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18,920,7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2,490,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829,523 96.3751 31,200 3.6249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5,200 10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829,523 96.9609 26,000 3.039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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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9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5、8、9、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谷红、詹丽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审议议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议案、所做出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 报备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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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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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0-036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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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30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决议的重要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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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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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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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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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西路99号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4、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8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郁霞秋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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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8人， 参加会议的股份总数为703,435,

8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9131%，其中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03,435,875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56.9131%。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7人，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份总数为

703,415,7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9114%。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共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1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6％。

（3）公司一名非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其余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北京

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独立董事与会述职；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35,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217,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1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1%； 反对20,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197,1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813%；反对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218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703,435,875股，同意703,435,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217,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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