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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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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发布了《中国电信2020年政企网关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

公示》，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兆能” ）为上述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一、中国电信预中标项目情况

（一）项目名称：中国电信2020年政企网关集中采购项目

（二）招标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三）招标代理机构：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预中标情况：

标包1：普通1G� PON政企网关

第三中标候选人：

（1）单位名称：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2）投标报价：不含增值税总价32353.56万元，增值税率13%，平均运保费率0.08%

（3）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

（4）到货期 ：买方订单下达后9日内完成设备到货

（5）评标情况：本项目2020年6月22日开始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5名。本标包共11名投标

人参与投标， 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综合评估法对所有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评

审。经评审，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三。

（6）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不涉及

（7）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详见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https://caigou.chinatelecom.com.cn/MSS-PORTAL/）发布的

《中国电信2020年政企网关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的相关内容。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相关项目属于深圳兆能的主营业务， 后续深圳兆能若能顺利中标并签订合

同，将有利于进一步打开TO� B类市场业务，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促进作用；上述项目

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相关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已结束，深圳兆能尚未收到相关项目的

中标通知书，是否收到中标通知书存在不确定性。上述投标报价为总报价，并非深圳兆能最

终中标金额，中标人对应的份额尚未确定，具体中标的有关事项待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或签

订相关合同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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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选中移物联网智能机顶盒供应商

名录项目（公开资格预审后第二次

采购）进展暨签订框架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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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 ninfo.com.cn）披露了《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选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5），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兆

能” ）成为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智能机顶盒供应商名录项目（公开资格预审后第二次采购）

的中选人。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兆能与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签订的《智能机顶盒供应商名录项目第

二批采购框架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基本介绍

公司名称：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辉

住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8号科技创业中心融英楼4楼56号(经开区拓展区内)

经营范围：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全国）；呼叫中心业务（业务

覆盖范围：全国）；信息服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全国；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

信息服务）。（按许可证核定期限和核定范围从事经营）。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须经审批

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物联网系统软件开发、

销售；物联网系统设备销售、维护；物联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工程设计、安装、维护；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仪器仪表及配件（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计量器具、电力设备、电子产品（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智能家

居、智能门锁、智能安防设备、车联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

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智能产品的研发、生产；传感器、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智能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

计算机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水处理设备、净水设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销售；销

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资信情况良好，是公司的长期客户，履

约能力有保证。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1、本框架合同的不含税金额上限为:人民币196,778,761.06元；含税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222,36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亿贰仟贰佰叁拾陆万元整)。本合同为框架合同,实际采购金额

以采购订单结算金额为准,魔百和所配置遥控器(语音遥控器及红外遥控器)可在不超过38,

700,000元范围内根据实际采购情况进行调整。魔百和所配置的WIFI&BT模块(选配)与蓝牙

Dong1e(选配)可在不超过18,600,000元范围内根据实际采购情况进行调整。

2、乙方承诺所提供的终端设备将按照甲方需求免费进行AVS2.0功能升级。

3、本框架合同由合同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仪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合同

有效期贰年；如双方签署日期不一致，自较迟的签署日起生效。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相关项目属于深圳兆能的主营业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促进作用；

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1、上述合同系公司中选以后，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与深圳兆能签订的框架合同，实际执

行金额以具体订单为准。

2、框架合同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但框

架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 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

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智能机顶盒供应商名录项目第二批采购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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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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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0�年 6�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6�月 29�日9:3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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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召集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倪俊龙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 代表股份461,346,82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888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442,217,62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86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9,12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2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23,109,5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980,3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2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9,12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27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

部进行了表决。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

下：

议案1.00�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7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9％；反对2,666,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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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6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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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

议案2.00�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7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9％；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1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122％；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3.00�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9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反对2,640,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6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463％；反对2,640,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238％；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4.00�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9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反对2,61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73％；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6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463％；反对2,617,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256％；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5.00�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764,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02％；反对2,55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34％；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26,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245％；反对2,55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474％；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6.00�审议《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8,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5126％；反对2,595,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03％；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595,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317％；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7.00�审议《公司拟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1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72％；反对2,712,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78％；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4,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1664％；反对2,712,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354％；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8.00�审议《公司2020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7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9％；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1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122％；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9.0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670,1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31％；反对3,647,064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05％；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903％；反对3,647,06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816％；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10.00�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744,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59％；反对2,57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7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06,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7380％；反对2,57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39％；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11.00�审议《增加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8,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5126％；反对2,644,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3896％；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44,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420％；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12.00�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0股

12.02.候选人：《选举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1股

12.03.候选人：《选举胡孟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80,342股

12.04.候选人：《选举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80,340股

12.05.候选人：《选举王章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2,990,34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7股

12.02.候选人：《选举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8股

12.03.候选人：《选举胡孟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43,079股

12.04.候选人：《选举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43,077股

12.05.候选人：《选举王章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53,077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3.00�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0股

13.02.候选人：《选举管亚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41股

13.03.候选人：《选举储育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0股

13.04.候选人：《选举黄文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117,74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7股

13.02.候选人：《选举管亚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90,478股

13.03.候选人：《选举储育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7股

13.04.候选人：《选举黄文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80,477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4.00�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39股

14.02.候选人：《选举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41股

14.03.候选人：《选举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5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790,476股

14.02.候选人：《选举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790,478股

14.03.候选人：《选举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790,487股

表决结果：当选。

说明：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前述股东及关联人倪俊

龙、左志鹏、刘春西、戴黄清对议案 6� 、11的关联交易事项依法予以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438,131,011股。

2、议案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表决通过。

3、议案12、13、14为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股东代表监事的提案，上

述各候选人均通过表决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民松、徐梦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承义证字（2020）第00092号）。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000850� � � �公告编号：2020-040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06

月29日下午在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有关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2020年6月24日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9人，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倪俊龙先生

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投票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四个

专门委员会：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会议选举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刘春西先生、胡孟春先生、戴黄清先生、王章宏先生、

杨纪朝先生（独立董事）、管亚梅女士（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和黄文平先生

（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倪俊

龙先生担任。

本次战略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会议选举管亚梅女士（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和王章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有独立董事管亚梅女士担任。

本次审计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会议选举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王章宏先生、管亚梅女士（独立董事）、杨纪朝先生

（独立董事）、黄文平先生（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管亚梅女士担任。

本次审计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四）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会议选举黄文平先生（独立董事）、倪俊龙先生和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独立董事黄文平先生担任。

本次提名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左志鹏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的议案》

聘任胡孟春先生、戴黄清先生、杨圣明先生和徐凯峰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王章宏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罗朝晖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高柱生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长

倪俊龙：男，1965年5月出生，EMBA毕业，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89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省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纺织厂技术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中国棉纺织

行业协会纺纱器材应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徽

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俊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95,577�股。

（二）总经理

左志鹏：男，1970年1月出生，EMBA毕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

会员，中共党员。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科科员、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副处

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处处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现任安

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

棉纺织行业协会信息统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国泰君安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左志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95,577�股。

（三）副总经理

胡孟春：男，196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1988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华

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技术员、二分厂副厂长、厂长、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安

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胡孟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45,000�股。

戴黄清：男，1965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中共党员。1988年参加工作，

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销售员、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监事。现任安徽

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安徽华茂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戴黄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35,289�股。

杨圣明：男，1971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1992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

织厂布机车间保全工段技术员，安庆纺织厂生技科试验室工艺员，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技质处试验室主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质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现任安徽

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工代表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圣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徐凯峰：女，1969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工程师，中共党员。1992年

参加工作，历任原安庆纺织厂东纺车间质量把关员，安徽华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操作

管理员，六分厂副厂长（主持工作）、副书记，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总支书

记。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处长。

徐凯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财务总监

王章宏：男，1966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1987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

织厂财务科科员、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副处长、处长。现任安

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财务信息部常务副部长。

王章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五）董事会秘书

罗朝晖：男，197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1990年进入本公司财务处工作，历任安徽华茂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罗朝晖先生2008年11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027080；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56-5919977；传真：0556-5919978；电子邮箱：zhh_luo@huamao.com.cn。

（六）证券事务代表

高柱生：男，1983年09月出生，本科学历。2007年进入本公司财务部门工作，2012年至今在

公司证券部从事证券事务相关工作，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高柱生先生2016年4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 证书

编号：2016-1A-070；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56-5919978；传真：0556-5919978；电子邮箱：zhsh_gao@huamao.com.cn。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000850� � � �公告编号：2020-04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06月29

日在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召开的方式进行表决。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6月24日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监事。公

司监事刘春西先生、吴德庆先生、关辉女士、翟宜城先生和程志平先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

春西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选举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春西先生个人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刘春西先生简历

刘春西：男，1962年2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1980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

织厂西前车间值班长、南方车间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一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安徽华鹏纺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直属支部书记、工

会分会主席。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春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44,000股。

股票代码：002740� � �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20-071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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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爱迪尔，股票代

码：002740） 股票交易价格于6月24日、6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股票异

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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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

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

*

ST奋达 公告编号：2020-059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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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

的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0年6月28日在公司办公楼7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肖奋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7人，实到7人，其中独立董事周玉华、

宁清华、王岩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现场结合通讯方式有效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抵押贷款的议案》

为优化贷款结构， 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拟以位于宝安区石岩街道奋达工业园的

A703-0079号宗地附属的厂房提供抵押担保，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18,000万

元人民币，期限为22个月，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0-040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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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金

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王运输” ）的通知，金王运输于2016年7月18日将持有的

公司股份700万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377,245,234股的1.8556%，2018年4月公司完成非公开

发行股份，股本增加至407,383,485股，2018年5月公司完成2017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7股

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股本增加至692,551,924股，上述质押股份增加至1,190万股，2019

年10月29日公司完成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690,897,549股，质

押比例变更为1.7224%）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用于其为青岛金

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王集团” ）在上述银行申请的最高额质押担保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 因已经偿还完毕向上述银行申请的所有贷款， 上述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20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同时， 金王运输将持有本公司股份1,190万股 （占本公司现总股本690,897,549股的

1.7224%,）再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用于其为青岛金王集团有

限公司在上述银行申请的最高额质押担保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手续已于2020年6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2020年6月24日起

至办理解除质押日止。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 王

运输

是 11,900,000 8.0461% 1.7224% 否 否 2020年6月24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日止

浦发银行

青岛分行

融资

合计 11,900,000 8.0461% 1.7224% 否 否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金王运输 14,7898,322 21.4067% 134，274，499 134，274，499 90.7884% 19.4348% 0 0 0 0

合计 14,7898,322 21.4067% 134，274，499 134，274，499 90.7884% 19.4348%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金王运输共持有本公司股份为147,898,322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1.4067%。本次质押股份1,19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7224%，本次质押完成后金王运输

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为134,274,4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4348%。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未来半年内，金王运输质押的股份到期数量为2,550万股，占金王运输目前所持公司股

份比例的17.241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909%，该笔质押是在其他资产抵押以及担保基础上

的辅助质押，最高总担保额度为3.38亿元。未来一年内，金王运输质押的股份到期数量为2,550

万股，占金王运输目前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17.241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909%。上述未来

半年及未来一年到期的质押为同一笔质押，均为金王运输为金王集团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金王集团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5.�金王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宁夏路87号1号楼409室

注册资本：44000万

法定代表人：姜颖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服装、五金制品、木制品、家居制品、玩具；设计、加工：礼品包装；批

发、零售：办公自动化设备、机电设备、服装鞋帽、护肤用品、洗涤用品、个人护理用品、蜡油、燃

料油（仅限重油、渣油）、沥青、塑料制品、橡胶及制品；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生产销售：石蜡、软麻油、脱蜡油、防水油膏；销售：润滑油、汽车上光蜡调剂；室内外装修装

潢；房屋租赁，矿产资源的投资及有色金属矿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金王集团经审计总资产934,243.19万元，负债总额354,351.41万元，

资产负债率37.93%，2019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862,110.6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7,017.88万元，流动比率1.96，速动比率1.22。

截至2020年3月31日， 金王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936,922.92万元， 负债总额357,889.19万

元，资产负债率39.20%，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36，913.2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733.06万元，流动比率1.96，速动比率1.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王集团各类借款总余额11.69亿元，未来半年需要偿付的上述债务

金额7.44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共计10.91亿元。金王集团具备相应的资金偿

还能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金王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

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金王集团资信良好，融资渠道畅通，具

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6.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主要用于金王集团补充流动资金及资金周转，预计还款来源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金王集团本次融资除金王运输质押外，还有其他资产提供担保，以及个人信用担保，因

此本次质押的股份不设置预警线及平仓线。

三、其他说明

金王运输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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