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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补充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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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达明” ）以7,500�万元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广电子” ）100%股权。本次转让对价所对应的宏广电子资产负债及权益，仅包括厂房、宿舍、土

地等与受让方拟开展生产经营的不动产， 除此之外的其余的资产负债均需剥离出宏广电子，

不在转让对价的作价范围。

● 各方确认自交割日起， 目标股权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义务自转让方移转予受让方。

交割的成立条件详见原公告内容“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四）交割” 。

● 如果在本协议签署后的一百八十（180）日内本次转让交易的交割条件未能实现，经

各方书面同意，可终止本协议并放弃本协议拟议的交易，详见原公告内容“四、协议的主要内

容（八）终止” 。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 宏广电子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评估值为8,752.11万元（其中： 在评估基准日时不动产

（含两部电梯）账面净值为12,393,779.87�元，评估值为74,190,610.00元）。 转让各方同意，转让

对价所对应的宏广电子资产负债及权益，仅包括厂房、宿舍、土地等与受让方拟开展生产经营

的不动产，除此之外的其余的资产负债均需剥离出宏广电子，不在转让对价的作价范围。 各方

经过多次协商， 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以7,500�万元分别向香港启祥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及珠海横琴启吴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宏广电子61.66%及38.34%的股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前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关于前

述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2019年5月至今与同一关联人交易金额合计约2,000万元）并未

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因公司连续12个月内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累计计算金额已经超过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30%，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本交易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珠海市宏广

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二、交易作价与估值

（一）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共5项 （包含3项建筑物及两项土地使用权）， 建筑面积合计11,413.94�平方

米，土地面积合计14,814.88平方米，建筑物包括厂房、宿舍及门卫房，土地使用权均为工业用

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3年9月1日，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可正常使用

。 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权证编号 名称 详细座落地址 结构

建成

年月

计量

单位

建筑面积

/

土地面积

1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40

号

1

号厂房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

9

号 钢筋混凝土

2008

年 ㎡

8,098.56

2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39

号 门卫房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

9

号 钢筋混凝土

2008

年 ㎡

54.01

3

粤房地证字第

C4718688

号 土地使用权

珠海市科技创新海岸三期用地编号

2-16-2

地块

㎡

12,485.25

4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38

号 宿舍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

10

号 钢筋混凝土

2008

年 ㎡

3,261.37

5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38

号 土地使用权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

10

号 ㎡

2,329.63

目前宏广电子名下拥有两宗土地使用权：

1、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4718688号宗地，位于科技创新海岸三期用地，用途为生产、办

公、研发。 目前已建成1#厂房8098.56㎡，尚有规划中的2#厂房尚未建设。

2、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8号宗地，位于科技创新海岸三期用地，用途为宏广电子

生产用和建设项目的配套员工集体宿舍用地。 目前已建成配套宿舍建设宿舍3261.37㎡。

3、前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均登记在宏广电子名下，为宏广电子单独所有，不存在被查封

的情况，亦不存在对房地产登记有异议的情况，但存在抵押的情形。 抵押权人为珠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井岸支行，最高担保债权数额为38,215,129元，债务确定期间为2019年11月

25日至2029年11月25日。

4、珠海达明用地与宏广电子厂房用地相邻，土地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权属 面积

(

㎡

)

取得时间 终止日期

已建成

建筑面积

(

㎡

)

容积率

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

12485.2 2003

年

2053

年

8146.59 0.65

评估对象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金鼎科技八路9、10号。 广珠城际一一珠海北站距评估对象约

为1.5公里，唐家湾站距评估对象约为5公里，港珠澳大桥2号码头距评估对象约为10公里；公路

上毗邻广澳高速珠海支线、港湾大道，金峰路等，交通条件十分便捷。 此外，珠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24日颁布的珠府[2018]86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

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八、支持工业企业盘活土地

资源提高利用率 (四十一)提高用地容积率上限。2017年7月24日起,适当增加拆建类工改工、工

改产项目容积率,调整新型产业(含现代产业物流)用地地块容积率上限为4.0、普通工业和现代

仓储物流用地地块容积率上限为3.0(市住规建局负责)” 。

（二）房屋建筑物的评估方法介绍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不动产》，资产评估师执行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对象、

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

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1、评估方法介绍

（1）收益法

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思路。

利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是通过预测被评估资产的获利能力，对未来资产带来的净利润或

净现金流按一定的折现率折为现值，作为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要

能够确定被评估资产的获利能力、净利润或净现金流量以及确定合理的折现率。

（2）成本法

资产评估中的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所需的

全部成本，减去评估对象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

评估对象的评估值，也可估算评估对象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然后用市

场价值与成新率相乘，得到的乘积作为评估值。

（3）市场法

资产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2.评估方法的选择

（1）对于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市场价值，它具有分析角度和分

析途径直接、分析过程直观、分析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由于珠海

市办公物业市场公开透明、交易市场活跃，同类型房地产成交案例较多，具备采用市场法的条

件，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

（2）对于收益法的应用分析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拟转让房地产虽已出租，但其租金水平较低，周边厂房多为自用，客

观租金难以取得，且珠海市经济发展较快，房价普遍较高，租金收益无法反应其真实市场价

值，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3）对于成本法的应用分析

成本法为生产费用价值论、重新开发建筑成本为导向，适用对象为：独立开发建设项目进

行重新开发建设的、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产、没有收益或没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 从成本的角

度估算物业的价值，与区位、权益影响不大。 而待估房地产为投资性物业，地理位置较好，市场

价值远远高于其重置成本，因此不适宜采用成本法估价；

综合所述，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评估基本公式： 比较价格=可比案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

数×交易方式修正系数×区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三）测算过程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时点近期发生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

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市场法评估基本公式： 比较价格=可比案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

数×交易方式修正系数×区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根据替代原则，评估人员调查了与评估对象在地理位置、结构类型、使用功能、交易日期

等因素相同或具有较强相关性的交易案例，确定选取评估对象周边小区最新时间成交房屋作

为比较案例。

1、选取可比案例情况表如下：

案例A：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厂房，位于珠海市翠微西路，案例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

成交实例，挂牌日期为2019年12月，建筑面积为4900平方米，挂牌价为6,735元/㎡，据了解议价

空间较小，且实际成交价一般比挂牌价低，评估人员调查当地物业成交情况及结合评估师经

验，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向下修正5%作为成交价，即6,398元/㎡。 案例的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房屋为工业用地上的厂房，简单装修。

实例B：珠海市香洲区老香洲厂房，位于珠海市人民西路，案例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

常成交实例，挂牌日期为2019年12月，建筑面积为2000平方米，挂牌价为7,200元/㎡，据了解议

价空间较小，且实际成交价一般比挂牌价低，评估人员调查当地物业成交情况及结合评估师

经验，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向下修正5%作为成交价，即6,840元/㎡。 案例的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房屋为工业用地上的厂房，简单装修。

实例C：珠海市香洲区老香洲厂房，位于珠海市人民西路，案例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

常成交实例，挂牌日期为2019年12月，建筑面积为1500平方米，挂牌价为7,200元/㎡，据了解议

价空间较小，且实际成交价一般比挂牌价低，评估人员调查当地物业成交情况及结合评估师

经验，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向下修正5%作为成交价，即6,840元/㎡。 案例的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房屋为工业用地上的厂房，简单装修。

评估对象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金鼎科技八路9、10号，选取的可比案例分别位于珠海市香洲

区翠微西路、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属于同一经济圈，经济发展、公共配套设施等条件差异

并不大。在交通条件上，广珠城际一一珠海北站距评估对象约为1.5公里，唐家湾站距评估对象

约为5公里，港珠澳大桥2号码头距评估对象约为10公里；公路上毗邻广澳高速珠海支线、港湾

大道，金峰路等，交通条件十分便捷；可比案例主要毗邻明珠北路、梅华西路及广珠城际一一

明珠站，交通条件基本不存在差异；在产业聚集度条件上，评估对象紧邻中电高科技产业园、

黑马科技园、华冠科技工业园等，工业发展较为集中；经评估人员勘查了解，选取的案例周边

工业聚集程度一般，对比评估对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劣势。

评估机构就评估说明补充说明如下：“评估对象地处珠海高新园区， 园区内有健帆生物

（sz.300529）、欧比特（sz.300053）、远光软件（sz.002063）、世纪鼎利（sz.300050）、宝莱特（sz.�

300246）等多家上市公司。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等高校在园区周边，为园区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可比案例的选取符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

一不动产》及其相关房地产估价规定：1、可比较案例不少于三个；2、可比较案例适合估价目

的；3、可比较案例于估价对象房地产相似；4、可比较案例成交日期和估价时点接近。 我司认为

选取的测算案例是可比且合理的。

评估对象的评估单价，是在所选取的比较案例的单价基础上，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财资〔2017〕43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不动产》及其相关房地产估价规定、对相关因

素进行修正后的平均单价，评估单价的获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且是合理的。 ”

2、影响因素条件说明：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根据影响厂房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

确定比较因素。 结合评估师收集的资料，参照交易案例的房屋用途、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位

状况、实物状况和权益状况等差别，本次评估选择以下因素作为比较因素：

（1）房屋用途：考虑用途是否相同对房价的影响。

（2）交易时间：考虑交易日期的不同房价存在差异而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3）交易情况：考虑交易情况是否正常对房价的影响。

（4）区位状况：主要有商服繁华度、交通便捷度、对外联系方便度、公共设施完善度、城市

规划、环境景观、绿地覆盖率等。

（5）实物状况：主要有临路状况、建筑结构、面积、设备设施情况、层高、楼层、装修情况、

朝向、新旧程度、景观、物业管理等。

（6）权益状况：土地取得方式、剩余年期等。

3、房地产状况说明

根据评估师收集的有关资料，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状况列表表示，见下表。

比较因素情况表

案例 比较因素 比较案例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用途 厂房 厂房 厂房 厂房

交易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交易情况 转让 转让 转让 转让

区位状况

商服繁华度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交通便捷度 较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对外联系方便度 较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公共设施完善度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城市规划

CBD

为一般

CBD

为一般

CBD

为一般

CBD

为一般

环境景观 较好 较好 较好 好

绿地覆盖率 绿化率一般 绿化率一般 绿化率一般 绿化率一般

实物状况

临路状况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建筑结构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面 积

11413.94

㎡

，

面积适中

，

较

适合使用

4900

㎡

，

面积偏小

，

较不适合

使用

1500

㎡

，

面积太小

，

不适合使

用

2000

㎡

，

面积太小

，

不适合使

用

设备设施情况 好 好 好 好

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楼层 整栋 整栋 整栋 整栋

装修情况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朝向 南 南 南 南

新旧程度 新 新 新 新

景观 无景观 无景观 无景观 无景观

物业管理 普通管理 普通管理 普通管理 普通管理

权益状况

土地取得方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容 积 率 适合使用 适合使用 适合使用 适合使用

剩余年限 正常使用年期 正常使用年期 正常使用年期 正常使用年期

4、权益状况：

（1）土地取得方式：考虑土地取得方式对房价的影响。 按照土地的取得方式有协议、出

让、拍卖等三种不同的方式。 评估对象与案例土地取得方式相同，故不做修正。

（2）剩余使用年期：评估对象与案例剩余使用年期均为较长，故不做修正。

根据房地产状况说明表中的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指数表：

比较因素指数表

案例 比较因素 比较案例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服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3 103 103

对外联系方便度

100 102 102 102

公共设施完善度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环境景观

100 100 100 100

绿地覆盖率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面 积

100 99 98 98

设备设施情况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情况

100 100 100 100

朝向

100 100 100 100

新旧程度

100 100 100 100

景观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土地取得方式

100 100 100 100

容 积 率

100 100 100 100

剩余年限

100 100 100 100

在比较因素指数表的基础上，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指数进

行比较，得到各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见下表：

比较因素修正表

案例 比较因素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成交价格

6398 6840 6840

交易时间修正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易情况修正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区位状况

商服繁华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 103 100 / 103 100 / 103

对外联系方便度

100 / 102 100 / 102 100 / 102

公共设施完善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城市规划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环境景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绿地覆盖率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小计

0.9518 0.9518 0.9518

实物状况

临路状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建筑结构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面 积

100 / 99 100 / 98 100 98

设备设施情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100

层高

100 / 100 100 / 100 100 100

楼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装修情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100

朝向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新旧程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景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物业管理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小 计

1.0101 1.0204 1.0204

权益状况

土地取得方式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容积率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剩余年限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小 计

1.0000 1.0000 1.0000

比较系数

0.9614 0.9712 0.9712

比准价格

6151 6643 6643

5、比准评估价格的确定

经过比较分析，认为三个比准价格修正后的结果较符合客观情况，比较接近，故取三个比

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法评估待估物业的最终评估价格。 即：

比准价格＝（6151+6643+6643）÷3

＝6500元/㎡（取整到百位）

评估基准日总评估值=6500×11413.94=74,190,610.00（元）

序号 权证编号 名称

建筑面积

/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

截至

2019.12.31）（

元

）

比准价格

（

元

/

㎡

）

评估值

（

元

）

1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40

号

1

号厂房

8,098.56

6,746,571.32

6,500 52,640,640.00

2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39

号

门卫房

54.01 6,500 351,065.00

3

粤房地证字第

C4718688

号

土地使用权

12,485.25 2,049,659.82

4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38

号

宿舍

3,261.37 3,133,861.11 6,500 21,198,905.00

5

粤房地证字第

C6563538

号

土地使用权

2,329.63 382,446.01

6

电梯

81,241.61

合计

11,413.94 12,393,779.87 74,190,610.00

在评估基准日时不动产 （含两部电梯） 账面净值为12,393,779.87�元， 评估值为74,190,

610.00元。 评估增值率498.61%。

三、独立董事意见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双方协商，聘请了独立第三方机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

的公司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具备所需的专业能力，评估机构采用的评估方法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及行业规范

的要求。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惠、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价格参考了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的评估结论，结合公司产业布局、现行珠海市相关政策等确定，具有合理性。 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严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表决

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产业上下游关联度日益提高，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分布呈现

集群化趋势，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珠三角作为自动

化设备制造商的集群地，珠海市自动化设备制造业的规划与布局及珠海市信息化产业发展规

划，将为公司工业与电力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快速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宏广电子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镇软件园内，具体位置为珠海市唐家湾科技8路9号，与珠海达明

相邻。 珠海达明收购宏广电子100%股权后，计划将宏广电子持有的用途为生产、办公、研发的

土地使用权与珠海达明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统一规划，为公司产业布局奠定场地基础。

宏广电子的业务简单、资产权属清晰，公司并购交易结束后，容易进行有效的整合，该次

并购不存在整合风险，不会因经营整合产生人力资源流失、管理整合风险和文化整合等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收购是基于珠海市自动化设备产业政策与布局优势及公司工业与电

力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布局需要， 旨在利用宏广电子与珠海达明毗邻的优势地理位置，适

应公司产业发展需求。 宏广电子所持有的配套员工宿舍也给公司人才引进带来一定的优势。

收购宏广电子股权未来对公司产业发展可能会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公司指定披露网站和媒体为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证券时报》，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网站及媒体发布或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49� � �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0-041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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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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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4月29日、5月19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未出现变更前次

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尹红宇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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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5

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和出具法律

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356,315,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763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5名，代表股份356,

105,717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37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8名，代表股份

209,40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9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512%%；反对18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3、《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130,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83%；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2,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5817%；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4%。

6、《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7、《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541,6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400%；反对

18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259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721%；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8、《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130,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83%；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16%；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2,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5817%； 反对183,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1532%；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9、《关于在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11、《关于2019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133,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9071%； 反对18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7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谢颖律师、吴宇轩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律师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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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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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变更或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B501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顾炎民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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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0名， 代表股份3,

980,771,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7.2182%（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999,

467,315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42,286,257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

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6,957,181,058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8名，代表股份2,771,872,43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9.841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72名，代表股份1,208,899,325股，占公司股份的17.3763%。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

整体

3,956,502,581 99.3903% 29,300 0.0007% 24,239,878 0.6089%

中小投资

者

1,562,456,605 98.4705% 29,300 0.0018% 24,239,878 1.5277%

议案

2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

整体

3,956,502,581 99.3903% 29,300 0.0007% 24,239,878 0.6089%

中小投资

者

1,562,456,605 98.4705% 29,300 0.0018% 24,239,878 1.5277%

议案

3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整体

3,956,502,981 99.3903% 28,900 0.0007% 24,239,878 0.6089%

中小投资

者

1,562,457,005 98.4705% 28,900 0.0018% 24,239,878 1.5277%

议案

4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整体

3,955,161,479 99.3567% 29,100 0.0007% 25,581,180 0.6426%

中小投资

者

1,561,115,503 98.3860% 29,100 0.0018% 25,581,180 1.6122%

议案

5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整体

3,960,589,923 99.4930% 23,000 0.0006% 20,158,836 0.5064%

中小投资

者

1,566,543,947 98.7281% 23,000 0.0014% 20,158,836 1.2705%

议案

6

《

关于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整体

3,903,158,561 98.0503% 55,169,837 1.3859% 22,443,361 0.5638%

中小投资

者

1,509,112,585 95.1086% 55,169,837 3.4770% 22,443,361 1.4144%

议案

7

《

关于制定

〈

第七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整体

3,909,428,600 98.2078% 48,899,798 1.2284% 22,443,361 0.5638%

中小投资

者

1,515,382,624 95.5037% 48,899,798 3.0818% 22,443,361 1.4144%

议案

8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第七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整体

3,909,428,200 98.2078% 48,900,198 1.2284% 22,443,361 0.5638%

中小投资

者

1,515,382,224 95.5037% 48,900,198 3.0818% 22,443,361 1.4144%

议案

9

《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

要的议案

》

整体

3,921,167,970 98.5027% 37,181,028 0.9340% 22,422,761 0.5633%

中小投资

者

1,527,121,994 96.2436% 37,181,028 2.3433% 22,422,761 1.4131%

议案

10

《

关于制定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

的议案

》

整体

3,927,326,809 98.6574% 31,022,189 0.7793% 22,422,761 0.5633%

中小投资

者

1,533,280,833 96.6317% 31,022,189 1.9551% 22,422,761 1.4131%

议案

11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整体

3,927,326,809 98.6574% 31,022,189 0.7793% 22,422,761 0.5633%

中小投资

者

1,533,280,833 96.6317% 31,022,189 1.9551% 22,422,761 1.4131%

议案

12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

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暨

“

美

的集团全球合伙人计划

”

之

第六期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的议案

》

整体

3,719,850,625 96.7758% 101,487,281 2.6403% 22,443,361 0.5839%

中小投资

者

1,462,795,141 92.1895% 101,487,281 6.3960% 22,443,361 1.4144%

议案

1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第六期美的集团

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

整体

3,718,872,072 96.7504% 102,465,834 2.6658% 22,443,361 0.5839%

中小投资

者

1,461,816,588 92.1279% 102,465,834 6.4577% 22,443,361 1.4144%

议案

14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

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暨

“

美

的集团事业合伙人计划

”

之

第三期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的议案

》

整体

3,856,841,017 96.8868% 101,487,281 2.5494% 22,443,461 0.5638%

中小投资

者

1,462,795,041 92.1895% 101,487,281 6.3960% 22,443,461 1.4145%

议案

15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第三期美的集团

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

整体

3,855,862,464 96.8622% 102,465,834 2.5740% 22,443,461 0.5638%

中小投资

者

1,461,816,488 92.1279% 102,465,834 6.4577% 22,443,461 1.4145%

议案

16

《

关于

2020

年度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整体

3,862,382,806 97.0260% 95,934,270 2.4099% 22,454,683 0.5641%

中小投资

者

1,468,336,830 92.5388% 95,934,270 6.0461% 22,454,683 1.4152%

议案

17

《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与顺德

农商行相关关联交易的议

案

》

整体

3,958,056,781 99.4294% 30,000 0.0008% 22,684,978 0.5699%

中小投资

者

1,564,010,805 98.5684% 30,000 0.0019% 22,684,978 1.4297%

议案

18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

整体

3,837,827,415 96.4091% 92,600,485 2.3262% 50,343,859 1.2647%

中小投资

者

1,443,781,439 90.9912% 92,600,485 5.8359% 50,343,859 3.1728%

议案

19

《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20

年

4

月

）》

整体

3,958,287,376 99.4352% 29,800 0.0007% 22,454,583 0.5641%

中小投资

者

1,564,241,400 98.5830% 29,800 0.0019% 22,454,583 1.4152%

议案

20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2020

年

）》

整体

3,958,287,176 99.4352% 30,000 0.0008% 22,454,583 0.5641%

中小投资

者

1,564,241,200 98.5830% 30,000 0.0019% 22,454,583 1.4152%

议案

21

《

关于

2020-2022

年度为公

司及董监高等相关人员购

买责任险的议案

》

整体

3,956,005,951 99.3779% 520,130 0.0131% 24,245,678 0.6091%

中小投资

者

1,561,959,975 98.4392% 520,130 0.0328% 24,245,678 1.5280%

第5项至第11项以及第16项、第17项、第1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兴、范秋萍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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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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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于2020年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首次公开披露了《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草案公布前6个月内 （即2019年10月30日至2020年4月29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 核查对象为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均登记在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已于《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披露的同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2、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以及核查对象本人进行了查询和确认，中国结算出具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5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记录，除此之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变更股数

（

股

）

变更摘要 变更时间

1

肖明光 副总裁

50,000

限售股解禁

2020.02.18

50,000

行权

2020.03.16

55,000 2020.03.17

2

张小懿 副总裁

10,000

行权

2019.11.12

20,000 2020.01.07

60,000 2020.01.20

3

江鹏 董事会秘书

152,700

卖出

2019.11.01

4

钟铮 财务总监

10,000

行权

2020.03.24

5

欧云彬 证券事务代表

35,000

卖出

2019.10.31

经公司核查，上述人员买卖本公司股份并不属于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上述人员发

生买卖本公司股份行为时并不知悉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 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

形。

三、结论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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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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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刚先生告知，获悉王刚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解除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王刚 是

13,090,000 2017

年

5

月

11

日

2020

年

5

月

20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9.93%

个人资金需求

合计

- 13,090,000 - - - 19.93%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王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6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7%，本次解

除股份质押前，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总数为45,567,990股,占其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69.37%，占公司总股本的16.21%。 本次解除股份质押后，王刚先

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总数为32,477,99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9.44%，占公司总股本的11.56%。

3、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

平仓风险，其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

不良影响。 如其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相关情形，公司将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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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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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储能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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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5月22日，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北京京能

招标集采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经过评标委员会评审，确定公司为“珠海

市钰海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项目电化学储能辅助调频系统”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约为人

民币4,300万元。 具体中标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珠海市钰海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项目电化学储能辅助调频系统 （招标编号 ：

ZBA481902010）由北京京能招标集采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人为珠海

市钰海电力有限公司。

二、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珠海市钰海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项目电化学储能辅助调频系统

中标标段（包）：电化学储能辅助调频系统

中标金额：约4,300万元

公司与招标单位及招标代理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中标更加巩固了公司在广东区域储能调频市场的龙头地位， 拓展了公司储能业务

在燃气电厂的新应用， 对公司品牌价值的提升和未来继续深耕储能调频市场产生更加积极

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4,300万元，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5%。

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

性。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根据中标通知书的要求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实际情况以最终

签订的合同为准。 在签订正式合同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