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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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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旗控股” ）通知，获悉金世旗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

了解押与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金世旗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是 84,000,000 2.60% 1.20%

2019年 5

月 22日

2020年 6月

12日

联储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 84,000,000 2.60% 1.20%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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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旗国

际控股股

份有限公

司

是 11,200,000 0.35% 0.16% 否 是

2020年 6

月 24日

2022年 1

月 20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补

充

质

押

合计 11,200,000 0.35% 0.16% - -- -- -- -- --

（三）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延

期购回

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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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开

始日期

原定购

回日期

延期购

回日期

质权

人

用途

金世旗

国际控

股股份

有限公

司

是

111,225,

000

3.44% 1.59% 否 否

2017年

6月 13

日

2020年

6月 12

日

2020 年

8 月 12

日

第一

创业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111,225,

000

3.44% 1.59% --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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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旗

国际控

股股份

有限公

司

3,234,

063,239

46.17%

2,325,

247,748

2,252,

447,748

69.65% 32.15% 0 0.00% 0 0.00%

石维国 8,287,500 0.12% 0 0 0.00% 0.00% 0 0.00%

6,215,

625

75.00

%

李凯 5,454,960 0.08% 0 0 0.00% 0.00% 0 0.00%

4,091,

220

75.00

%

周金环 1,076,450 0.02% 0 0 0.00% 0.00% 0 0.00% 807,337

75.00

%

合计

3,248,

882,149

46.38%

2,325,

247,748

2,252,

447,748

69.33% 32.15% 0 0.00%

11,114,

182

1.12%

注：上表中“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金世旗控股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 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95,338,148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8.32%，占公司总股本的 8.50%，对应融资余额为 52,400 万元；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182,697,748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36.4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8%，对应融资余额为 138,150万元。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还款资金来

源为其自有资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三）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

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一）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二）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890� � � �证券简称：中房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5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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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C 座二层公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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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0,48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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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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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董事

长朱雷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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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4人，独立董事谢荣兴先生，杜建中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李明颐女士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郭洪洁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卢建先生、财务总监孟长舒女士列

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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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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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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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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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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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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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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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179,700 99.8333 0 0.0000 300 0.16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进、张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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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064� � �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20-031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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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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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2,2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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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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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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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谢建晖女士出席了此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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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912,685 99.9285 319,240 0.0690 11,260 0.002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徐益民先生 461,942,089 99.9348 是

2.02 陆阳俊先生 461,965,207 99.9398 是

2.03 周峻女士 461,965,217 99.9398 是

2.04 施飞先生 461,971,228 99.9411 是

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冯巧根先生 461,963,897 99.9395 是

3.02 高波先生 461,969,908 99.9408 是

3.03 夏江先生 461,963,918 99.9395 是

4、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肖宝民先生 461,963,898 99.9395 是

4.02 高峰先生 461,969,908 99.940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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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徐益民先生 32,596,932 99.0847

2.02 陆阳俊先生 32,620,050 99.1550

2.03 周峻女士 32,620,060 99.1550

2.04 施飞先生 32,626,071 99.1733

3.01 冯巧根先生 32,618,740 99.1510

3.02 高波先生 32,624,751 99.1693

3.03 夏江先生 32,618,761 99.1511

4.01 肖宝民先生 32,618,741 99.1510

4.02 高峰先生 32,624,751 99.16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00、3.00、4.00涉及逐项表决，所有子议案均逐项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周峰、虞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认为，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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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编号：临 2020-032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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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00 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年 6月 16日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益民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徐益民先生、施飞先生、冯巧根先生三位董事组成，推举徐益民先

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夏江先生、高波先生、徐益民先生三位董事组成，推举夏江先生为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高波先生、夏江先生、周峻女士三位董事组成，推举高波先生为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由冯巧根先生、高波先生、陆阳俊先生三位董事组成，推举冯巧根先生为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陆阳俊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吕晨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经总裁提名，同意聘任谢建晖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经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周克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经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张仕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谢建晖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周克金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七、关于制定《公司 2020-2022年发展规划》的议案；

在当前内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国家持续推进改革，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适应新的竞争形势，把握区域城市开发建设以及资本市场政策

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公司将继续实施既定的发展战略：“坚持深耕区域市场，实施产业联动

与业务模式升级，不断增强房地产市政业务市场竞争力；聚焦科技创新行业领域，强化产投结

合与运作机制创新，着力培育股权投资业务增长新动能，致力于成为卓越的城市运营商和价

值创造者” 。

2020-2022年，公司将围绕上述发展战略，把握市场发展机遇，在合理增加土地储备，保持

商品房开发业务品牌影响力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产业联动，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业务发展，着力

提升市政建设领域核心能力，有效增强房地产市政产业链盈利能力，拓展业务发展空间；充分

发挥高科新浚专业化运作优势，加强投资协同与人才交流，围绕医疗健康等科技创新领域持

续新增投资项目，探索产投互动，强化主动管理，积极推动优质项目实现发行上市；适时推动

内部管理机制创新变革，有效整合并积极扩展核心资源，提高组织活力，提升对业务发展的支

撑作用。 重视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新增投资秉承价值驱动原则，充分考虑

“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要求，持续探索业务发展模式升级，打造具有高科特色的城市运营

与价值创造模式。

2020-2022年，公司的发展目标是：通过进一步整合产业链资源，完善产业联动机制，实现

房地产市政业务产业链协同发展能力的有效增强以及业务规模、盈利能力的提升；坚持市场

化运作，进一步发挥投资平台协同作用，适度增加对南京银行战略投资规模，聚焦科技创新领

域新增投资项目，实现股权投资业务利润贡献稳步提升；围绕城市更新主题，积极探索城市运

营和价值创造特色模式，不断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成为业绩稳健增长、抗风险能力强、

长期成长可期的区域一流上市公司。

《发展规划》中还明确了各产业发展策略以及为实现发展规划将采取的支持保障举措。

董事会要求公司积极有为，迎难而上，全面落实和推进发展规划，确保 2020-2022 年发展

目标的实现。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八、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0-2022年度考核及薪酬管理实施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员工利益的有机结合，增强管理团队对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意公

司制定《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0-2022年度考核及薪酬管理实施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 1：董事长徐益民先生简历

附件 2：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1：

董事长徐益民先生简历

徐益民，男，1962年 8月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1981年 7月参加工

作，历任国营七七二厂十八分厂副厂长，国营七七二厂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兼财

务处长，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会计师，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计划

财务处处长、管委会主任助理，本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董事长兼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等

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截至公告日，徐益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近三年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2：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陆阳俊先生简历

陆阳俊，男，1971年 10月生，汉族，江苏兴化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正高

级会计师。 历任南化建设公司会计，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本公司计

划财务部经理、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副总裁兼南京高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

公司董事、总裁。 截至公告日，陆阳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晨先生简历

吕晨，男，1970年 1月生，汉族，江苏泰州人，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南京港口建设指

挥部技术员、本公司助理工程师、南京新港工程设计所副所长、南京高科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经理、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谢建晖女士简历

谢建晖，女，1976年 9月生，汉族，浙江临海人，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周克金先生简历

周克金，男，1975年 11月生，汉族，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本

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张仕刚先生简历

张仕刚，男，1976年 3月生，汉族，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

公司子公司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副总经理，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编号：临 2020-033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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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午 5:00 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年 6月 16日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肖宝民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会主席肖宝民先生简历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肖宝民先生简历

肖宝民，男，1962年 1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南京港务局第

三港务公司路港联办计划员,南京港务局干部处科员,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副局

长,本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监事，工会副主席，副总裁，董事兼总裁，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职

工代表监事等职。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截至公告日，肖宝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对电子直销平台相关业务继续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继续对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办理旗下基金“国泰利是宝货币

快速转购”的交易业务开展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内容

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包括网上直销平台、手机

wap站及手机客户端） 办理国泰利是宝货币快速转购本基金管理人发行或管理的前端收费的

开放式基金（以下简称目标基金），转购补差费继续享受该转入基金原认购 / 申购费率的 0.1

折优惠，但原认购 /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二、适用目标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已发行并可于电子直销平台进行交易的所有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产

品。

三、适用投资者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官网 www.gtfund.com“国泰基金网上直销平台” 、手机 wap 站（微信公

众号“国泰基金”和“国泰微幸福” ）及手机客户端“国泰基金”持有国泰利是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003515）并快速转购目标基金的合格投资者。

四、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期限内，本基金管理人今后新增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平台销售的开放

式基金，自该基金发行日起，将同时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2、本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相关业务费率优惠方案如有变化，将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

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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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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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 313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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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0,05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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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已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28,749,998股后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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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钟天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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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4 人，其中董事洪军先生、刘来平先生、刘雨露先生、任小平先

生、林绮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其中刘志成先生、刘岩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杨映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程耀先生、刘立新先生、朱伟南先生

列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江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出席会议的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接受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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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07,219 99.9227 83,700 0.077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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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73,722 99.9809 83,700 0.019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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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73,722 99.9809 83,700 0.0191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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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接受诚通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金融服务的关联

交易议案》

30,612,118 99.7273 83,700 0.2727 0 0.0000

2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30,612,118 99.7273 83,700 0.2727 0 0.0000

3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30,612,118 99.7273 83,700 0.272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31,766,503 股）回避表

决，本项议案已通过。 议案 2、3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节平、蔡丽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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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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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62� � �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转股代码：190062� � � �转股简称：烽火转股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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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9 年 12 月 2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代码：110062；转债

简称：烽火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烽火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

“AAA” ； 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评级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

基础上出具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新世

纪跟踪(2020)� 100795），维持“烽火转债” 信用等级为“A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并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与前次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变化。该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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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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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归还的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

2、因涉嫌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皆在应诉中。

一、资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自查，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控股” ）占用公司资金共计 578,500,009�元（该金额为进一步自查核

对金额，实际具体金额以监管部门认定后的金额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12.6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19-065）。

二、涉嫌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违规借款金额 2.59亿元，涉及违规担保金额 1.3 亿元。 因涉嫌违规

借款及违规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涉及诉讼金额共计 19,997.5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0-010、2020-040）。

三、进展情况

1、资金占用相关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归还的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 为尽快解决占用资

金的归还问题， 三鼎控股在前期已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义乌市金融商务区的开元名都大酒

店和万豪大酒店两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作为占用资金的担保物抵押给公司的基础上， 还积

极拟通过引入战投、处置清洁资产、以物抵债、债务承接等多种方式解决占款问题。 目前，三

鼎控股正积极与多家外部投资者展开有效接洽并接受尽调中，争取尽早解决占款问题。

2、违规担保相关进展

（1）公司涉嫌违规担保一：该笔违规担保出借人已起诉，起诉方为姜尔、张南堂，该案件

已于 2020年 3月 12日开庭审理，目前正在诉讼中。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议程序，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公司将积极应对，主张上述违规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

力。

（2）公司涉嫌违规担保二：该笔违规担保尚未涉及诉讼，出借人为李卫平、淄博华川置业

有限公司、朱静园的违规担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及盖章审批程序，公司

亦未予以追认，公司将积极应对，并与出借人进行沟通，主张上述违规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

生效力。

3、违规借款相关进展

（1）公司涉嫌违规借款一：该笔违规借款出借人已起诉，起诉方为张瑞春，该案件已于

2019年 11月 11日开庭审理，公司已经委托专业律师团队应诉，目前尚未做出判决。 该笔借

款并未履行公司任何内部借款审批程序， 公司账户未收到任何该笔借款资金。 就该涉诉事

项，经律师团队初步核查，该案件把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 证据不足。 目前，公司已与相关

机关沟通，寻求司法保护。

（2）公司涉嫌违规借款二：该笔违规借款尚未涉及诉讼，出借人为柳建伟，该笔借款并未

履行公司任何内部借款及盖章审批程序，公司账户未收到任何该笔借款资金。 公司目前正在

与出借人进行沟通，主张上述违规借款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四、风险提示

上述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尚未结案。 公司因违规对外担保、违规

借款涉诉应承担的责任需根据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认定。 公司将核查上述违规担保、违规借

款事项具体情况和有关责任人，并针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相应整改，优化内控执行程序。

公司董事会将与三鼎控股保持密切沟通，以便掌握其筹措资金偿还占款的最新进度，同

时董事会也将密切关注上述涉诉案件的进展并要求三鼎控股积极与未涉诉的出借人进行沟

通，尽快解决涉及上市公司相关的问题。 公司将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披露上述事

项的解决进展情况，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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