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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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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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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谢建平先生因相关地区新冠疫情管控无法出席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公司董事黄灿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2：00在四川省成都市

双流县金河路 66�号四川川投国际酒店一楼V8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6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5,

603,3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565％。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人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23,228,7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3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12,374,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0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5,603,371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5,292,51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反对300,8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弃权9,

9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16,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6.2671%； 反对300,8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6130%；弃权9,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5,603,371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5,292,51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反对263,6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47,

1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16,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6.2671%； 反对263,6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1663%；弃权47,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67%。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

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5,603,371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5,292,51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反对263,6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47,

1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16,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6.2671%； 反对263,6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1663%；弃权47,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67%。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铃、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0]D0015号

致：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以下

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四

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北京国枫（成都）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

原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章程；

2.《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3.《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股东的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贵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真实、完整，贵公司已向本

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随同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于2020年6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告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投票规则、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年6月29日下午2:00时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金河路66号四川川投国际酒店一楼V801会

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亦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分

别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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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时，13:00至15:00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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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相关账户的投票，按照《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

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

经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共计60人，代表公司535,603,

371股份，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0.156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公司523,228,717股股份，占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8.5356%。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股东名册以及股东授权委托书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进行了验证；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共计56人，代表公司12,374,654股股份，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1.6209%。上述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的合法性已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资格

除公司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了股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获得有效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5,292,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反对30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弃权9,9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16,6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671％；反对300,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30％；弃权9,989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5,292,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反对26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47,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16,6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671％；反对263,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663％；弃权47,189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67％。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相

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5,292,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反对26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47,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16,6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671％；反对263,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663％；弃权47,189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67％。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负责人

李大鹏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李 铃

唐雪妮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3200� � � �证券简称：上海洗霸 公告编号：2020-066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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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减持主体当前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长

兼总经理王炜持有公司股份46,259,908股，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2,011,500股、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

份587,250股，三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858,65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8.2303%。

●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王炜及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拟于2020年7月21日至12月31日间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078,165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6%，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

格确定或相关规定执行。其中，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不超过670,500股，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不超过195,750股。

此外，上述主体的一致行动人翁晖岚（为王炜配偶，二人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4,410,180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4.3535%）。翁晖岚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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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炜 5%以上第一大股东 46,259,908 45.6650%

其他方式取得：46,259,908

股

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

2,011,500 1.9856% 其他方式取得：2,011,500股

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

587,250 0.5797% 其他方式取得：587,250股

说明：

上述股东所持上述股份，为IPO前股份及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取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王炜 46,259,908 45.6650% 实际控制

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11,500 1.9856% 为王炜实际控制

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7,250 0.5797% 为王炜实际控制

合计 48,858,658 48.2303% 一

说明：

1.�上述主体另有一致行动人翁晖岚（为王炜配偶，二人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4,410,180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为4.3535%。 翁晖岚与上述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

268,838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52.5838%。

2.�翁晖岚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王炜 434,635 0.4290%

2020/4/3 ～

2020/6/24

41-43.86 2020年3月11日

翁晖岚 226,260 0.2234%

2020/4/3 ～

2020/6/23

42.91-45.98 2020年3月11日

说明：上述减持计划减持对象为王炜、翁晖岚夫妇此前增持的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王炜

不 超 过 ：

5211915股

不 超 过 ：

5.1449%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159805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4052110股

2020/7/21 ～

2020/12/31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股份及

2018年度权益

分派取得

减持主体资金

需求

上海承续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670500

股

不 超 过 ：

0.6619%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670500股

2020/7/21 ～

2020/12/31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股份及

2018年度权益

分派取得

减持主体资金

需求

上海汇续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195750

股

不 超 过 ：

0.193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95750股

2020/7/21 ～

2020/12/31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股份及

2018年度权益

分派取得

减持主体资金

需求

说明：

1.上述主体本次计划合计减持不超过6,078,16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6%，减

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或相关规定执行。

2.上述主体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减

持期间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采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减持期间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3.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股份数及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若减持期间发生公司回购（注销）股份等股本变

动情形， 则以届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计算相关比

例。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王炜在公司IPO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股

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王炜还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50%。

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在公司IPO招股说明书中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减持主体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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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所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 其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情况

影响较小，其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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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00� � � �证券简称：上海洗霸 公告编号：2020-067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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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王敏灵因IPO前股份

及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持有公司股份6,540,750股 （该批股份已于2020年6月1日上市流

通），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4566%。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资金自身需求， 王敏灵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2,

026,054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0.9759%。该

项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为2020年7月2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

场价格确定或相关规定执行。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

减持股份数及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若减持期间发生公司回购（注销）股份等股本变动

情形， 则减持数量以届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计算，

分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减持的数量均不超过股本总数的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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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灵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540,750 6.4566% 其他方式取得：6,540,750股

备注：上述股份来源为IPO前股份及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而获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敏灵

不超过：2026054

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01302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013027股

2020/7/21～

2020/12/31

按市场价格

IPO前股份及公

司2018年度利润

分配

自身资金需求

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

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上述“计划减持比例”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3.�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股份数及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若减持期间发生公司回购（注销）股份等股本变

动情形， 则减持数量以届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计

算，分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减持的数量均不超过股本总数的1%。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王敏灵在公司首发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减持计划系王敏灵先生根据其个人需求自主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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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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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75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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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1人，实际出席的董事11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经会议审议，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通过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

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拟将持有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环

保” ）100%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转让，参考收益法评估结果，挂牌转让底价

为159,856.78万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及受让方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结果为准。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挂牌转让雄风环保 100%股权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11票同意（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76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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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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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通过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

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拟将持有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环

保” ）100%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转让，参考收益法评估结果，挂牌转让底价

为159,856.78万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及受让方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结果为准。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挂牌转让雄风环保 100%股权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77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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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为贯彻“以金为主” 的发展战略，本着“透明、公开、公正” 的原则，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雄风环保” ）100%的股权（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已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雄风环保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1-4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聘请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4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对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均具有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公司以雄风环保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雄风环保100%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底价为人民币159,856.78万元。由于本次交易方式为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议案》。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方式为公开挂牌转让，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若最终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及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雄风环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2,289万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主营业务

为从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等物料中综合回收银、铋、铅、金、钯等多种金属，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雄风环保拥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目前处理能力13万吨/年。

雄风环保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年1-4月/

2020年4月30日

2019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1 总资产 268,355.69 258,655.02

2 净资产 114,974.44 113,881.30

3 营业收入 48,801.00 217,498.49

4 净利润 996.92 7,248.91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雄风环保单体财务报表数据，业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0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

别进行评估并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雄风环保股东

全部权益账面值为114,974.44万元，评估值为159,856.78万元，评估增值44,882.33万元，增值率

39.04%。

三、交易价格及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在公开挂牌转让确定受让方后签署交易协议，最终转让价格、资金交付和股权

交割安排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无法确定。

四、其他安排

1、自出售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至交割日期间，归属于雄风环保股东的净利润由股权

受让方享有，亏损由股权受让方承担。

2、雄风环保100%的股权转让完成后，雄风环保债权、债务仍由雄风环保继续承担。

3、截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为雄风环保提供的信用担保金额为65,000万元。在雄风环保

100%的股权交割后的30日内，股权受让方应帮助雄风环保解除在交割日仍有效的担保。此外，

如若在交易协议签署后、交易标的股权交割前，公司为维护雄风环保的正常生产经营而为其

借款新增担保的，亦应在交割后的30日内解除。

4、截至2020年4月30日，雄风环保应付公司往来款合计80,155.00万元，系由雄风环保正常

经营过程中内部资金往来所形成的资金拆借。上述应付往来款应于交割日前由雄风环保清偿

或受让方代为清偿，且根据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相关资金使用费用。

5、股权交割及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股权交割时间应不晚于评估报告有效期截止日。

目标股权的受让方应按以下方式分三期向公司支付出售对价：

第一期出售对价：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的，其交纳的8,000万元保证金自动转

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作为本次交易的定金。

第二期出售对价： 受让方应于股权交割日前支付交易价款的80%（含8,000万元交易保证

金）。

第三期出售对价：受让方应在目标股权交割后90日内向公司支付交易对价的剩余部分。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19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末前公

司发展目标的议案》，2020年2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将“专注黄金的开采与冶炼、聚集海内外优质黄金矿山资源，做专注、专

业的黄金矿业公司”确定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宗旨。公司将聚焦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把黄

金矿山产业深挖吃透，并通过扎实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公司剥离非矿资产，

发展战略进一步清晰、明确，可集中内部资源发展黄金矿业主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雄

风环保属于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与公司“做专注、专业的黄金矿业公司” 发展战

略不符。

当前公司正处于资本投入密集期，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可回笼资金约24亿元，公司可将

回笼资金投入黄金矿山的技术升级改造、探矿增储和产业并购等方面，有效降低资本投入的

资金成本，为实现战略规划目标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雄风环保主要从事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属资金密集型企业，采购原材料需

占用大量资金，业务性质决定了其存货金额较大。本次出售雄风环保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显著提高资金周转能力；同时将明显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回笼现金，优化债务结构。

由于出售的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业务有一定盈利能力，出售该部分业务会影响公司的短期

盈利。但公司黄金矿山业务的盈利能力较强，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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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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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的有

关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税率（自2018年5月1日

起税率为16%，自2019年4月1日起税率为13%）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8日收到软件产品

增值税退税款18,065,949.15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增值税退税所得确认为其他收益并计

入公司2020年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在制定2020年度财务预算及业绩预计目标过程中， 已考虑了上述因素对 2020年

度业绩的影响，上述因素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业绩目标。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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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越秀租赁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越秀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租赁”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已经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接受注册通知书》编号：中市协注[2019]SCP324号），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越秀租赁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5）。

越秀租赁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日前完成发行，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六期

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越秀租赁

SCP006

代码 012002325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20年6月28日 兑付日 2021年3月25日

计划发行总额 6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6亿元

发行利率 2.68%

发行

价格

100元/佰元面值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

主承销商

无

以上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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