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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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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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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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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交易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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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1698号5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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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281,458,85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94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80,570,8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83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888,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6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888,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888,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66％。

8、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 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下述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宋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8,189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1.02�选举郑伟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44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1.03�选举徐继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44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1.04�选举沈晓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44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1.05�选举李文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44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1.06�选举赵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44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此议案获得通过，董事宋琳、郑伟强、徐继坤、沈晓青、李文君、赵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宋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

1.02.候选人：选举郑伟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1.03.候选人：选举徐继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1.04.候选人：选举沈晓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1.05.候选人：选举李文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1.06.候选人：选举赵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2、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黄永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09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2.02�选举王怀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07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2.03�选举程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0,607,808股，占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的99.70％

此议案获得通过，独立董事黄永进、王怀刚、程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黄永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2.02.候选人：选举王怀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2.03.候选人：选举程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

3、关于选举肖建平先生为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281,406,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52,8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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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监事肖建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算。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488％；反对52,8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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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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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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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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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与会

董事一致推举宋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宋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3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与会董事选举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黄永进先生（独立董事）、程博先生（独立董事）、宋琳先生组

成，其中黄永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王怀刚先生（独立董事）、黄永进先生（独立董事）、宋琳先生组成，

其中王怀刚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程博先生（独立董事）、王怀刚先生（独立董事）、李文君先生组成，

其中程博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各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提名，同意聘任郑伟强先生为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3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提名，同意聘任徐继坤先生、沈晓青先生、李文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3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提名，同意聘任李文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3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6、《关于聘任公司主管财务工作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提名，同意聘任郑伟强先生为公司主管财务工作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3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提名，同意聘任顾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室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提名，同意聘任管海滨女士为公司内审室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后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期限和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投资额度

和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

1、宋琳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长江商学

院EMBA。于2006年起进入新朋股份工作，历任上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经

理。

宋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0,160,000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郑伟强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兼任下属子公司新朋联众、扬州新联、

宁波新众、长沙新联总经理。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2001年起担任上海

大众联合发展动力总成公司经理；2004年起担任上海大众联合发展公司市场部经理，自2010年

起担任新朋联众总经理，2017年6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2018年8月起任公司董事、 总裁兼财务

负责人。

郑伟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徐继坤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工程师。历任安特工程有限公司新加坡本部研发工程师，安特(苏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研发部

经理，安特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安特(上海)金属成形有限公司锻压工程部经理

等职，2006年9月加入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模具厂厂长、冲压厂厂长、精密机械事

业部总经理、制造总监、新朋金属总经理等职。

徐继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0,000股，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沈晓青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历任杭州电声厂工程师，杭州声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上海煜菱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裁，2009年起加入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通讯事业部总经理、市场部

总监等职。

沈晓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1,000股，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李文君先生，现任公司副总裁、投资部总监兼董事会秘书。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曾就职于华福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条线从事股权类业务，历任高级经理、总监、高级业务总监等职

务，2018年加入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部总监。

李文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联系方式：021-31166512

传真号码：021-31166513

邮箱地址：xinpengstock@xinpeng.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1698号

邮政编码：201708

6、顾俊先生，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已

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0年起在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联系方式：021-31166512

传真号码：021-31166513

邮箱地址：xinpengstock@xinpeng.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1698号

邮政编码：201708

7、管海滨女士，现任公司内审室主管。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2007年起在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证券代码：002328� � �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编号：2020-043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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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2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与会监事一致推

选韦丽娜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韦丽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决议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为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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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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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在上述期限和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和期

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的协议及文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概述

1、投资目的

为加强现金管理，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

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提高资金效益，以更好地实

现公司资金的保值与增值，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2、投资额度

拟使用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4、投资产品

本次投资产品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可控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理财产

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规定的风险投资类产品。

5、投资期限

本次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6、实施方式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和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的协议及文

件。

7、信息披露：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审议程序

本次投资不涉及风险投资和关联交易事项， 投资额度不超过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额的30%，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为短期保本型低风险品种， 但由于金融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不排除其极端变化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公司对按照规定进行管理。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开展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投资额度和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的协议

及文件，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管理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

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

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

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

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的情况

下，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

益，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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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的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项目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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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从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浦新兴产业基金” ）获悉，其投资的境外公司PolyPid� Ltd.,

Israel（以色列）（以下简称“PYPD” ）于2020年6月26日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PYPD。

公司目前持有金浦新兴产业基金股权比例为63.42%， 金浦新兴产业基金于2016年11月07

日以500万美元投资PYPD。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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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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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兴业证券大厦2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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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17,02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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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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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杨华辉董事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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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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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547,196 99.9826 212,400 0.0078 261,000 0.0096

2、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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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547,196 99.9826 212,400 0.0078 261,000 0.0096

3、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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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547,196 99.9826 212,400 0.0078 261,000 0.0096

4、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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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547,196 99.9826 212,400 0.0078 261,000 0.0096

5、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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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814,796 99.9924 205,800 0.007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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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808,196 99.9922 212,400 0.007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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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6,997,569 99.6311 2,442,129 0.0899 7,580,898 0.2790

8、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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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399,896 99.9772 359,700 0.0132 261,000 0.0096

9、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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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101,646 99.9576 212,400 0.042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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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6,743,169 99.6217 2,435,529 0.0896 7,841,898 0.2887

11、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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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808,196 99.9922 212,400 0.007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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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808,196 99.9922 212,400 0.0078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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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274,401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595,259,9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30,280,427 99.9107 205,800 0.0893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5,822,101 99.9523 31,400 0.047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64,458,326 99.8941 174,400 0.1059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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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703,952,279 99.9328 212,400 0.0302 261,000 0.0370

5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704,219,879 99.9708 205,800 0.0292 0 0.0000

8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续聘

审计机构的议案

703,804,979 99.9119 359,700 0.0511 261,000 0.0370

9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预计

公司 2020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501,101,646 99.9576 212,400 0.0424 0 0.0000

11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度

董事绩效考核及

薪酬情况专项说

明

704,213,279 99.9698 212,400 0.030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2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听取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厦门市特房筼筜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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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张培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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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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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易智软股权收购纠纷全面和解暨债务重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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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天马股份” ）与博易智软（北京）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易智软” ）股东因公司收购博易智软股权而产生的纠纷事项（以

下简称“股权收购纠纷” ），2020年6月28日，公司已与涉及股权收购纠纷的博易智软的26名

股东就该等股权收购纠纷签署了和解协议，予以全面和解。现将本次全面和解及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关于股权收购纠纷的概述

1.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博

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33,803.97万元收购博

易智软56.3401%的股权；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43.1154%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现

金人民币25,524.91万元收购博易智软43.1154%的股权。2017年10月，公司以现金人民币3,050,

079元收购徐晓东持有的博易智软0.5447%股份。公司与博易智软各股东分别签订了《关于博

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博易智软100%股权，共需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为59,633.8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购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8）及《关于继续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3.1154%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6）。

2.2018年5月17日，因公司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博易智软部分股东

李凯、张忻、张麾君、石中献、唐力、周海荣、苏忠慧、龚依羚、苏慕勤、柴磊、安奇慧、曹述建、支

宝宏、张科、伊周琪、戈文奇、陈刚、张强、魏冰梅、上海霆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公司发出

《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通知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时保留追究公司在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违约责任的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答辩通知》暨收购博易智软（北 京）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11）。

3.2018年5月底，博易智软股东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天创保鑫”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创鼎鑫” ）、北

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浦和赢” ）、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合九鼎”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瑞信” ）就其与公

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引发的争议，先后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北京仲

裁委员会针对前述仲裁申请分别作出 《裁决书》， 要求公司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及对应利

息、律师费、仲裁费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工银瑞信裁决书的公告 《关于北京仲

裁委员会〈裁决书〉暨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210）、2019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天

创保鑫裁决书的公告《关于收到（2019）京仲裁字第0080号〈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4）、2019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浦和赢裁决书的公告《关于收到（2019）京仲裁字第

0081号〈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2019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天创鼎鑫裁决

书的公告《关于收到（2019）京仲裁字第0082号〈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2019年3月6日披露的关于云合九鼎裁决书的公告《关于收到（2019）京仲裁字第0241号〈裁

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等。

二、股权收购纠纷全面和解暨债务重组的基本情况

截至和解协议签署日， 公司已向博易智软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9,833.24万

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的股权合计为8.5559%，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公司未支付。就该等股权收

购纠纷，公司于2019年2月1日与工银瑞信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公司于2020年6月28日

分别与其他26名股东签署和解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5名股东

公司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已办理完

毕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公司未按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就前述股权转让纠

纷，公司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徐晓东签署《和解协议书》，协议各方同

意，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于2020年4月20日出具的《估值报告》，于估值基

准日2019年12月31日，博易智软的股权价值为29,112万元。由于博易智软收入及利润不及预

期，2019年收入及利润较以前年度大幅下降，导致估值降低。根据该《估值报告》，以博易智软

全部股权价价值29,112万元依据， 公司将其持有的博易智软的部分股权抵偿其对前述5名股

东的等额债务，并在该等抵债涉及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各股东名下之日完成抵销，且，对

于《裁定书》或《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未被抵偿的剩余债务，予以全部豁免。在该情形下，视

为公司已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截至2020.6.28

公司尚未支付款项

（元）

公司用于抵偿的持有博

易智软的比例

抵偿金额

（元）

豁免金额

（元）

1

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2,589,354.28 0.2902% 844,884.48 1,744,469.80

2

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642,396.24 0.9130% 2,658,061.83 4,984,334.41

3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76,683.60 0.3639% 1,059,427.55 2,017,256.05

4

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71,059.08 2.6087% 7,594,432.35 14,176,626.73

5 徐晓东 2,351,610.40 0.3055% 889,313.37 1,462,297.03

合计 37,431,103.60 4.4813% 13,046,119.58 24,384,984.02

注：上述结果如果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和解协议签署日，公司共持有博易智软8.5559%股权，但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公司等9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件， 该等股权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

结（执行通知文书为【2018】浙民初21号），公司无法将该等股权用于和解协议的项下的抵

债。基于此，公司于2020年6月28日与博易智软的控股股东李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

币1304.625万元受让李凯持有的博易智软4.4814%股权（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

保鑫和徐晓东抵债的估值相同），并指定李凯直接将该等股权分别过户至云合九鼎、浦和赢、

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名下。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按和解协议的相关约定将相应股权

分别过户至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名下，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与云合

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签署的相关和解协议项下义务。依据公司与李凯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公司将于2020年6月28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李凯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人民币1304.625万元。

（二）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21名股东

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股东共21名，具体为李凯、张忻、张麾君、石中献、

唐力、周海荣、苏忠慧、龚依羚、苏慕勤、柴磊、安奇慧、曹述建、支宝宏、张科、伊周琪、戈文奇、

陈刚、张强、魏冰梅、上海霆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公司已向该等股东合计支付7,663.02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尚应支付46,845.30万元股权转

让价款。因公司违约且部分守约方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 及相关备忘录的约定， 截至2020年6月28日， 公司应对该等股东应支付违约金合计9,

452.32万元。

2020年6月28日，公司与上述21名股东分别签署《协议书》，一致同意双方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自《协议书》签署之日起解除，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终

止，即各股东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公司支付应付且未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承担不限于违约金等违约责任等全部权利均终止，公司亦不再要求各股东返

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 且双方共同确认， 就双方对

《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及解除事宜均达成谅解，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

纷，日后双方亦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即：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该21名未办理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股东，不再向公司主张剩余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应违约责任，同时公

司也不再要求该21名股东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不再要求其返还已收取的相

应股权转让款。

三、本次股权收购纠纷和解暨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前期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纠纷和解暨债务重组后，公

司累计获得债务豁免金额共计11,890.82万元，为上述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的5名股东豁免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等共计2,438.50万元，及上述尚未

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21名股东豁免支付的违约金9,452.32万元， 该等款项已计

入公司其他应付款及预计负债科目，因此该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利润11,890.82万元。另外，公

司已向上述21名股东支付合计7,663.02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计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本

次股权收购纠纷和解暨债务重组后，由于该项资产无法收回，将减少公司利润7,663.02万元。

因此，上述事项最终导致公司本期利润增加4,227.80万元，最终以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2.公司为履行与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的相关和解协议，从

李凯处受让等额股权用于向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抵偿债务，公司

收购李凯股权和以股权向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抵债的估值相同，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公司与涉及股权收购纠纷的博易智软的26名股东全面和解后，同时意味着公司收

购博易智软全部股权的交易终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和其他契约性法律文件不再履行。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仍持有博易智软8.5559%股权，该等股权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分别签署的和解协议

2.公司与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21名博易智软股东签署的和解协议

3.公司与李凯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4.博易智软于2020年6月28日取得公司登记管理机关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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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通）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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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3日成功发行2020年度第四期短

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为1.65%，期限为84天，兑付日期为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公司完成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2,007,594,520.55元。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166� � �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0-51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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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 ）于2020年3月30日

发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

券” ），发行额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率1.72%，期限91天，兑付日期为2020年6月29日。（相关

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2020年6月29日， 申万宏源证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4,017,152,876.71

元。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0一059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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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下属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中标穗莞深城际轨道交通深

圳机场至前海段工程Ⅰ标施工总承包，合同工期1646日历天，中标价约35.16亿元，约占本公

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9年营业收入的0.42%。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