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维护暂停网上交易、微信交易、网站以及呼叫中心服务的公告

为了给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投资体验，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将在2020年6月6日8:00至2020年6月7日23:59进行系统维护。 在此期间本公司的

直销电子交易平台（包括网上交易、微信交易）、呼叫中心以及网站等系统将暂停对

外提供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客服电话：021-51690111

客服邮箱：service@maxwealthfund.com

若遇特殊情况，暂停时间可能延长或提前结束，届时将不再另行通知。 系统维护

结束后，将即时恢复所有服务，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安排。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感谢您对我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 � �公告编号：2020－045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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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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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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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星期

五）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

间为：2020年6月5日（星期五）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军。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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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962,218,9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14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1,002,3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951,216,55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03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962,138,

6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14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922,

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951,216,55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036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

有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 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截至股权登记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

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844,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9056％；反对116,374,4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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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76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9046％；反对116,374,4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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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0)承义法字第00184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

师” ）就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十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

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代表股份962,218,945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9.1409%， 均为截止至2020年5月29日下午交易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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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人，代表股份11,002,3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

份951,216,5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036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

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

续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提案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

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

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进行了表决。 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

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844,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9056％；反对116,374,4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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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45,76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9046％；反对116,374,4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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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获有效表决权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景颐宏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颐宏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颐宏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9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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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成念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梦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梦

离任原因 公司投资部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0年6月5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仍担任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领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安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泰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

城景瑞睿利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泰申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证券代码：000584� � � �证券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2020-04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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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6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

核委员会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

出的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20-036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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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317.50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6.88%；实现签约金额470.73亿元，同比增加

12.40%。

2020年1-5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051.7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27%；实现签约金额1556.83亿元，同比下

降17.61%。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20-037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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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期新增加房地产项目13个，项目信息如下（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单位：万元、平方米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取方

式

土地用途

用地

面积

规划容积率面积 我方需支付价款 权益比例

1

东莞市石排镇公园南路西侧

地块

挂牌 商住 28,148 70,369 59,500 100%

2

杭州市萧山区国槐路西侧地

块

挂牌 住宅 43,744 109,360 170,232 100%

3

苏州昆山市开发区富春江路

西侧地块

挂牌 住宅 103,259 237,495 120,248 50%

4

苏州常熟市新世纪大道西侧

地块

挂牌 住宅 102,603 184,685 130,503 67%

5

天津市西青区学府中路东侧

地块

挂牌 商住 178,317 355,892 399,800 100%

6

青岛市市北区长沙路南侧地

块

拍卖 商住 40,982 135,241 61,670 60%

7

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东

侧地块

拍卖 商住 83,700 292,949 173,705 70%

8

西安市西咸新区兰池大道北

侧地块

挂牌 住宅 56,060 112,170 21,443 51%

9

成都市郫都区新犀路西侧地

块

拍卖 住宅 125,120 250,239 63,311 50%

10

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西侧地

块

拍卖 商住 47,489 128,220 152,500 100%

11

昆明市五华区春湖国际二期

地块

拍卖 商住 208,637 353,844 31,979 55%

12

福州市鼓楼区江厝路南侧地

块

拍卖 商住 62,687 147,941 248,520 60%

13

长春市净月区丁十三街西侧

地块

挂牌 商住 57,051 114,102 67,195 100%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六日

图1：东莞市石排镇公园南路西侧地块

图2：杭州市萧山区国槐路西侧地块

图3：苏州昆山市开发区富春江路西侧地块

图4：苏州常熟市新世纪大道西侧地块

图5：天津市西青区学府中路东侧地块

图6：青岛市市北区长沙路南侧地块

图7：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东侧地块

图8：西安市西咸新区兰池大道北侧地块

图9：成都市郫都区新犀路西侧地块

图10：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西侧地块

图11：昆明市五华区春湖国际二期地块

图12：福州市鼓楼区江厝路南侧地块

图13：长春市净月区丁十三街西侧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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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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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州亿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市莲路33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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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28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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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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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于世光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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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祥军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肖善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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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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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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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4、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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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5、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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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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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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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16,744 99.4179 770,000 0.5821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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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9、议案名称：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划（2020年-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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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26,744 99.9546 60,000 0.0454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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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19,2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1,844,039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63,505 95.7850 60,000 4.2150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673,705 91.8223 60,000 8.1777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689,800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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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3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4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6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7

关于预计2020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6,027,000 97.9074 770,000 2.0926 0 0.00

8

关于2020年度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9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未 来 三 年 分 红 规 划

（2020年-2022年）

36,737,000 99.8369 60,000 0.1631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献萍、陈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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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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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修订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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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6日披露了《四川振静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4月15日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567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会同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

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进行了逐项回复，并对重组报告

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在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重组报告

书” ）等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与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及重组报告书

进行了补充和修订，现就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说明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

具有相同含义。

一、重组报告书

修订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重大事项提示

补充披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中的主要内容及和邦集团和巨星集团的关于

股份质押的承诺函。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补充披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中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的情况。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合作农户的平均养殖报酬情况。

第七节 本次交易主要补充 补充披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的主要内容。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2017年-2019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理情况。

二、反馈意见回复

修订题目 主要修订内容

反馈意见2

补充《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的主要内容及和邦集团和巨星集团的关于股份质押的承诺内

容。

反馈意见4 补充《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的主要内容。

反馈意见15 补充标的公司合作农户的平均养殖报酬情况。

反馈意见29 补充标的公司2017年-2019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理情况。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尚须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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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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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6月3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5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正刚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 的议

案》

公司于2020年3月5日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巨

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涉及的利润承诺补偿有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 《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友好协商，拟签

署《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有关事宜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贺正刚、曾小平、宋克利、何晓兰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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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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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6月3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5日以现场会议的

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谢勤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 的议

案》

公司于2020年3月5日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巨

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涉及的利润承诺补偿有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 《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友好协商，拟签

署《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有关事宜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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