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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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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1.�董事兼副总经理尹小梅女士因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的实施持有公司股份135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4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81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1333%。

2.�副总经理顾新先生因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的实施持有公司股份1080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3200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48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1066%。

3.�副总经理邹帅文先生因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的实施持有公司股份108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32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48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106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2月2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发布了《上海洗霸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披露情况如

下：

1.�因个人资金需求，尹小梅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30000股的其所持

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96%，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2.2222%，占

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的55.5556%。

2.因个人资金需求，顾新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27000股的其所持公

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7%，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占其持有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的62.5%。

3.因个人资金需求，邹帅文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27000股的其所持

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7%，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占其持

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的62.5%。

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为2020年3月24日至2020年7月23日。截至本公告日，尹小梅女

士、顾新先生、邹帅文先生三位减持主体关于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尹小梅女士已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0128%；顾新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132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0130%； 邹帅文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1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0109%。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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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小梅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35,000 0.1333% 其他方式取得：135,000股

顾新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08,000 0.1066% 其他方式取得：108,000股

邹帅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08,000 0.1066% 其他方式取得：108,000股

备注：上述三位主体因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而获得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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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尹小梅 13,000 0.0128%

2020/3/24� ～

2020/5/22

集中竞

价交易

43.16� -49.

31

592,160 122,000 0.1204%

顾新 13,200 0.0130%

2020/3/24� ～

2020/5/22

集中竞

价交易

48�-49 641,800 94,800 0.0936%

邹帅文 11,000 0.0109%

2020/3/24� ～

2020/5/22

集中竞

价交易

41.83�-45 491,830 97,000 0.095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计划系尹小梅女士、顾新先生、邹帅文先生根据个人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

间内，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上述减

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上述减持主体为公司董监高，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的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

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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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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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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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0年5月20日、5月21日、5月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票目前市盈率、市净率仍远高于同行业多数上市公司水平，仍存在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5月20日、5月21日、5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上述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书面征询了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自查和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化学水处理技术为基础，以化学品（药剂）为手段，为各类客户提供

专业的水处理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截至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所处的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也未发生重大

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

披露事项之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

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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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发行、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股份增持/减持计划、

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相关热点概念说明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中央空调风管清洁消毒服务的供应商。 随着各个行业复工复产和

气温持续升高，相关业务需求可能出现增长。但相关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其市场前景和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均有很大不确定性。据公司2019年度审计后的财务数据，该板块业务量在公司

2019年度收入中占比未达5%。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近期未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敏感信息说明

近期，公司多名董监高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分别计划自

2020年3月24日至9月3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减持总数合计不超过

857,395股，占公司总股本0.8464%。详情请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

的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1）、《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7）、《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8）、《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9）。

经公司核实，上述主体相关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也未发现其他董监高人员在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2020年5月22日收盘，公司市盈率、市净率与同行业部分上市公司水平比较如下：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静态市盈率 动态市盈率 市净率

上海洗霸 603200 125.66 51.66 6.40

碧水源 300070 19.34 90.57 1.32

巴安水务 300262 32.52 34.62 1.10

中持股份 603903 21.65 26.08 2.61

国祯环保 300388 20.19 34.56 1.89

博天环境 603603 亏损 亏损 3.44

由上，虽然公司股票价格近三个交易日持续下跌，但公司股票目前市盈率、市净率仍远

高于同行业多数上市公司水平，公司股票仍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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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

意向、协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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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应以公司

通过指定媒体正式披露的信息为准。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中的风险提示， 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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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筹备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精选层挂牌及申请辅导备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积成” ）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挂牌企业，

证券简称：青岛积成，证券代码：872230，公司持有其70.72%的股份。为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

力，借助新三板深化改革的发展机遇，青岛积成拟全面启动筹备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

牌工作。

2020年5月21日，青岛积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以下简称“青岛证监

局” ）报送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辅导备案材料，青岛证监局

已受理并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 青岛积成已进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

选层挂牌的辅导期，辅导机构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积成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尚需经青岛积成履行

决策程序后报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自律审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上述事项能否顺利完成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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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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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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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一个医疗器械注册证，相关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

编号

注册人

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

有效期

预期用途

国械注准

20203400520

浙江东方

基因生物

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核酸

检测试剂盒（荧

光PCR法）

一年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

例、聚集性病例、其他需要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断

或鉴别诊断者的咽拭子和痰液样本中，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ORF1ab和N基因。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提高了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

司拓展国内外市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国内同行业已有

约30多个产品取得了同类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业绩取决于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进展和实际检测需求、 产品的市

场认同度和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5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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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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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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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古少波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478,626,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27,401,036股，为公司总股本1,

341,296,921股扣除回购账户13,895,885股后的总股数，下同）的36.057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6,

712,322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13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14,400股，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2%。

3、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590,10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8,675,700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914,40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2%。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议案7和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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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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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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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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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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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285,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8%；反

对3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4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19%；反对340,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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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364,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

对2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232%；反对262,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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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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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46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

对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06%；反对166,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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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6,868,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6%；反

对1,7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949%；反对1,758,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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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304,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7%；反

对3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85%；反对32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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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304,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7%；反

对3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85%；反对32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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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304,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7%；反

对3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85%；反对32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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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段博文律师、武嘉欣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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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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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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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94,42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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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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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晓初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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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3人，董事尹兆君先生、卢山先生、王海峰先生、廖建文先生、

张建锋先生、冯士栋先生、吴晓根先生、陈建新先生因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方向明女士因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朱可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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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5,461,040,809 99.7845 431,900 0.0027 32,952,288 0.212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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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4,127,497 99.9980 297,400 0.0019 1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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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5,417,861,298 99.5058 3,579,451 0.0231 72,984,248 0.4711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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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5,461,040,809 99.7845 431,900 0.0027 32,952,288 0.2128

5、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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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5,461,040,909 99.7845 431,900 0.0027 32,952,188 0.2128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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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5,461,040,809 99.7845 431,900 0.0027 32,952,288 0.2128

7.00�关于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通红筹公司” ）年度股

东大会“渗透投票”的议案

7.01、 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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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4,167,497 99.9983 257,400 0.0016 100 0.0001

7.02、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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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9,452,147 99.9679 460,450 0.0029 4,512,400 0.0292

7.03、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及/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证券交易所，按一切适用法律购买联

通红筹公司股份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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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8,025,397 99.9586 92,000 0.0005 6,307,600 0.0409

7.04、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行使配发、发行

及处理联通红筹公司额外股份的权力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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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1,266,241 96.4944 541,363,456 3.4939 1,795,300 0.01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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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9,820,697 99.9702 91,900 0.0005 4,512,400 0.0293

9、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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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4,346,697 99.9994 78,200 0.0005 100 0.0001

10.00、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运营公司” ）与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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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9,520,697 99.9683 391,900 0.0025 4,512,400 0.0292

10.2、议案名称：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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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9,520,697 99.9683 391,900 0.0025 4,512,400 0.0292

1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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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3,478,297 99.9938 946,600 0.0061 1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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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公司2019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2,483,861,549 99.9880 297,400 0.0119 100 0.0001

3

关于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407,595,350 96.9179 3,579,451 0.1440 72,984,248 2.9381

8

关于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

2,479,554,749 99.8146 91,900 0.0036 4,512,400 0.1818

9

关于回购注销首

期限制性股票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

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2,484,080,749 99.9968 78,200 0.0031 100 0.0001

10.01

关于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

（简称 “联通运

营公司” ） 与中

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联交易

事项

2,479,254,749 99.8025 391,900 0.0157 4,512,400 0.1818

10.02

关于联通运营公

司与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事项

2,479,254,749 99.8025 391,900 0.0157 4,512,400 0.18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按照有关“渗透投票”的规定，有关本公司通过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参加联通红筹

公司股东周年大会投票表决事项，表决结果待联通红筹公司召开股东周年大会后及时发布。

2、本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方案，将另行公告。

3、议案10.0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4、议案9、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刚、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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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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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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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0-03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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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据此，公司决定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276名因个人业绩原因未达到解锁条件

的合计683.32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30名因离职、辞退

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287.6万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公司

按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合计3.95元/股）回

购注销2名因退休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20.3万股限制性

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将由31,025,507,687元减少9,912,200元

至31,015,595,487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2020年5月23日至2020年7月6日。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1�号中国联通大厦董事会办公室收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010-66259179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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