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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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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 ）。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2020年6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30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30日下午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30日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

（2）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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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东； 于暂停过户日前

一日下午收市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H股股东。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9、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7

H

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74,384,357

其中

：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40,335,422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4,048,93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0.4560%

其中

：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623%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893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9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6,105,75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840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0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10,490,109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4.296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9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8,233,55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066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

1.1、选举朱保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1.2、选举陶德胜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1.3、选举邱庆丰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1.4、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1.5、选举唐阳刚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1.6、选举徐国祥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

2.1、选举白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2、选举郑志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3、选举谢耘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4、选举田秋生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5、选举黄锦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3、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

3.1、选举黄华敏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3.2、选举汤胤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袍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5、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袍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三、决议案投票结果

（一）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子议案名称 股份类别 得票数

1

逐项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

选举朱保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

总计

500,161,942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425,948

A

股

272,633,572

H

股

227,528,370

1.2

选举陶德胜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

总计

502,859,976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244,569

A

股

272,452,193

H

股

230,407,783

1.3

选举邱庆丰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

总计

503,906,158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445,347

A

股

272,652,971

H

股

231,253,187

1.4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总计

497,192,112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378,203

A

股

272,585,827

H

股

224,606,285

1.5

选举唐阳刚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

总计

505,296,927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469,447

A

股

272,677,071

H

股

232,619,856

1.6

选举徐国祥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

总计

505,295,927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468,447

A

股

272,676,071

H

股

232,619,856

2

逐项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1

选举白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总计

507,234,920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978,361

A

股

273,185,985

H

股

234,048,935

2.2

选举郑志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总计

506,837,335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970,769

A

股

273,178,393

H

股

233,658,942

2.3

选举谢耘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总计

486,253,115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3,090,999

A

股

271,298,623

H

股

214,954,492

2.4

选举田秋生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总计

506,487,731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763,259

A

股

272,970,883

H

股

233,516,848

2.5

选举黄锦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总计

507,289,420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5,032,861

A

股

273,240,485

H

股

234,048,935

3

逐项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3.1

选举黄华敏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

总计

507,046,520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4,979,261

A

股

273,186,885

H

股

233,859,635

3.2

选举汤胤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

总计

507,289,420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35,032,861

A

股

273,240,485

H

股

234,048,935

（二）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的比例

普通决议议案

4

《

关于本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袍金的议案

》

总计

510,490,109 509,065,809 99.7210% 12,700 0.0025% 606,500 0.1188%

是

其中

：A

股中

小投资者

38,233,550 38,220,850 99.9668% 12,700 0.0332% 0 0.0000%

A

股

276,441,174 276,428,474 99.9954% 12,700 0.0046% 0 0.0000%

H

股

234,048,935 232,637,335 99.3969% 0 0.0000% 606,500 0.2591%

5

《

关于本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监事

袍金的议案

》

总计

510,490,109 509,065,809 99.7210% 12,700 0.0025% 606,500 0.1188%

是

其中

：A

股中

小投资者

38,233,550 38,220,850 99.9668% 12,700 0.0332% 0 0.0000%

A

股

276,441,174 276,428,474 99.9954% 12,700 0.0046% 0 0.0000%

H

股

234,048,935 232,637,335 99.3969% 0 0.0000% 606,500 0.2591%

注：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5%的A股股东。

本公司聘任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票监察员。

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

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王先东律师和谢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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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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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汪卯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汪卯林先生将

与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汪卯林先生任期至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及基本情况

汪卯林先生，55岁，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自2001年1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法律合规总部总经

理；自2010年1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12年1月，当选为珠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自2016年7月起至今，担任九三学社珠海市委员会副主委；自2017年1月起至今，担任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自2014年6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会监事长。

汪卯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汪卯林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汪卯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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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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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 本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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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陶德胜先生、徐国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董事

长及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阳刚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徐国祥先生、徐朋先生、杨代宏先生、周鹏先生、黄瑜璇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聘任司燕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聘任杨亮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办公

电话：0756-8135888；传真：0756-8891070；电子邮箱：yangliang2014@livzon.com.cn；通讯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创业北路38号总部大楼）。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确定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内年度基本薪酬（含税）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姓名 职务 任期内年度基本薪酬

（

含税

）

唐阳刚 总 裁

120.00

徐国祥 副总裁

100.00

徐 朋 副总裁

100.00

杨代宏 副总裁

100.00

司燕霞 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

100.00

周 鹏 副总裁

90.00

黄瑜璇 副总裁

90.00

杨 亮 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80.00

除上述基本薪酬外，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规定，通过实施公司绩效考核和个人绩效考核，并按照考核结果，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公司绩效奖金和年终双薪。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审议本议案时，公司董事唐阳刚先生及徐国祥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的发展及落实，成立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

委员会职权范围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朱保国先生、唐阳刚先生、陶德胜先生。 主任委员为：朱保国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白华先生、谢耘先生、郑志华先生。 主任委员为：白华先生。

3、董事会提名委员委员为：陶德胜先生、郑志华先生、谢耘先生。 主任委员为：谢耘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陶德胜先生、白华先生、郑志华先生。 主任委员为：郑志华先生。

5、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委员为：朱保国先生、唐阳刚先生、白华先生、郑志华先生、黄锦华先生。 主任委

员为：朱保国先生。

上述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基本情况（排名不分先后）

唐阳刚先生，51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战略委员会委员及《香港上市规则》第3.05条项下的本公司授权

代表，并于本集团其他附属公司任董事。 于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微生物学专业，本科学历。 制药工程正高级工程师。

2008年加入新北江制药，历任新北江制药的技术总监、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5年7月至今，出任本公司的原料

药事业部总经理、新北江制药的董事长。 兼任清远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药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 2018年7月至12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自2018年12月起至今担任本

公司总裁。 自2019年2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唐阳刚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唐阳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唐阳刚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的数量为203,003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徐国祥先生，58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及副总裁，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参加北京大学医学部全国

医药行业EMBA高研办学习，并取得结业证。 2000年至2005年任扬子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7年3月曾任本公司

销售总监，兼任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2007年12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现兼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医院协

会常务理事；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 自2017年6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徐国祥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徐国祥先生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徐国祥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的数量为606,350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徐朋先生，男，63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及微球中心主任。 1993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大学药学院，分析和制剂专业

博士。 徐朋先生是微球制剂领域资深专家，国内第一个长效微球注射剂上市产品（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的技术

负责人。 1988年任美国依阿华大学药学院访问学者、 讲师，1989年任美国依阿华大学药学院制剂服务中心任研究员，

1993年在美国Gensia制药研发部担任资深研究员，1998年至2004年担任美国FPX生物制药公司合伙人，2005年至2013年

担任广西南宁迪智药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自2015年起担任丽珠集团长效微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兼学术带头人，自2020年4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及微球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引进创新创业团队

带头人，珠海市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

徐朋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徐朋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徐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代宏先生，54岁，1997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副总裁、高级工程师职称及执业药师。 1984年至1988年就读于

中国药科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0年至2002年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1999年至2009年期间，先

后任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副厂长、厂长，2014年10月至2017年6月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自2006年5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

副总裁。

杨代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杨代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杨代宏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的数量为387,859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司燕霞女士，51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1990年7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会计系，获学士学位，会计

师。 2005年7月至2005年11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完成了在职CFO课程学习。 自1993年4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集

团财务总部资金结算中心经理， 核算中心经理等职务，2004年4月至2014年6月任本公司财务总部总监，2014年6月起至

今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司燕霞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司燕霞女士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司燕霞女士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的数量为287,483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鹏先生，56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1985年毕业于湖北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4年获主治医师职称。 2000年

至2002年结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1999年加入本集团， 历任本集团总经办主任助

理，丽珠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本集团人力资源总部总监，丽珠集团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本集团非处方药事业部副

总经理，本集团行政总部总监。 2014年3月至今，任本集团总裁助理，并兼任行政总部总经理和人力资源总部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及丽珠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同时兼任珠海市药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客座教授、

珠海市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常委，珠海市金湾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等职。 自2016年11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周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周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周鹏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数量为

166,564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瑜璇女士，53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1989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获学士学位。 2000年至2002年结业于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04年获高级经济师职称。 2005年加入本集团， 历任福州福兴副总经理，自

2015年7月及2016年6月起至今，分别任本集团原料药事业部副总经理及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年

12月起任本集团总裁助理。 自2018年10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黄瑜璇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黄瑜璇女士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黄瑜璇女士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的数量为52,508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亮先生，36岁，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兼授权代表。 200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于2008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获得基金从业资格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2008年5月至

2010年6月，在珠海威丝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战略推进主管及投资并购经理职务。 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在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000039.SZ,02039.HK）企业管理部担任战略绩效主管一职。

2011年8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担任高级投资项目经理一职。 2012年11月及2014年12月分别取得深交所董秘资格

证和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资格。 现任中国药促会医药创新投资委员会委员。 自2014年6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公司秘书兼授权代表。

杨亮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杨亮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杨亮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数量为

167,407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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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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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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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参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选举汪卯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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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满离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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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6月29日收到徐焱军先生向公司董事会递交的

书面辞呈。 徐焱军先生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

有关规定，其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徐焱军先生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就期满离任而须

提请公司股东关注的其他事宜，其离任自2020年6月3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后生效。

徐焱军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徐焱军

先生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0-076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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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美锦能源” ）八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

于2020年6月30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公司证券部已于2020年6月25日以通讯的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包括3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

姚锦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1、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集团子公司90万吨/年产能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为了贯彻落实山西省焦化产业相关政策，推动焦化产业转型升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山西省焦化企业产能置换管理办法》（晋经信办字［2009］297号文）等法律和政

策的规定，集团子公司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辉煤气化” ）自愿将实际确认

的焦化项目产能90万吨/年指标依法有偿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化工” ），且将该确认的焦化产能所批复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一并转

让。 根据公平公允的原则，参考市场交易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单价为人民币200元/吨

（含税价），转让总价人民币180,000,000元（含税）。 隆辉煤气化将企业拥有的合法焦化产能

指标转让给华盛化工，华盛化工同意一次性有偿购买隆辉煤气化实际确认的焦化产能指标。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姚锦龙先生、姚俊卿先生、姚锦飞先生已回避表

决。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八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0-07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集团子公司

90万吨/年产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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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为了贯彻落实山西省焦化产业相关政策，推动焦化产业转型升级，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山西省焦化企业产能置换管理办法》（晋经信办字 ［2009］297号

文）等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辉煤气化” ）自愿将实际

确认的焦化项目产能90万吨/年指标依法有偿转让给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化工” ），且将该确

认的焦化产能所批复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一并转让。 根据公平公允的原则，参考市场交易价格

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转让单价为人民币200元/吨（含税价）， 转让总价人民币180,000,000元

（含税）。 隆辉煤气化将企业拥有的合法焦化产能指标转让给华盛化工，华盛化工同意一次性

有偿购买隆辉煤气化实际确认的焦化产能指标。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八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旨在贯彻落实山西省焦化产业相关政策，推动焦化产业转型升级，经双方协商

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双方于2020年6月30日签署了《焦化产能置换转让协议》，隆辉煤

气化将其持有的焦化项目产能90万吨/年指标转让给华盛化工，根据公平公允的原则，参考市

场交易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80,000,000元（含税）。（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鉴于隆辉煤气化为公司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2、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了八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收购集团子公司90万吨/年产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交易对手是关联方，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会议所形

成决议的合法性，关联董事姚锦龙先生、姚俊卿先生、姚锦飞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

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本次交易在

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并发表了一致的同意意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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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122MA0JW4E92E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水屯营村新307国道东01号美锦能源办公楼403室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慧文

经营范围:煤制品、焦炭、乙二醇、炭黑的生产；煤制品（无储存）、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易燃易爆品除外）、焦炭（无储存）、乙二醇、炭黑、金属材料（贵稀有金属除外）的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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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华盛化工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2,058,038,197.98 2,351,746,609.56

负债合计

1,559,555,447.60 1,853,301,770.08

净资产

498,482,750.38 498,444,839.48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517,249.62 -37,910.90

（二）公司名称: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22788501678K

成立日期：2006年2月24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故县村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永宽

经营范围:洗煤、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煤炭的销售、运输。 (法律法规禁止经

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许可经营的在许可期限内经营)

股东情况：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控制，公司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隆辉煤气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隆辉煤气化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1,189,718,882.81 978,378,276.60

负债合计

1,926,534,670.63 1,718,278,399.90

净资产

-736,815,787.82 -739,900,123.30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241,190,147.27 345,890,617.19

净利润

39,819,460.72 -2,466,202.3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是隆辉煤气化90万吨/年产能，根据山西省经信委晋经信办字［2009］297号的规

定，隆辉煤气化将实际确认的焦化产能指标（含污染物排放指标）权属转让给华盛化工。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焦化置换产能的权属、核定的产能

甲方拥有焦化产能为90万吨/年，根据山西省经信委晋经信办字［2009］297号的规定，甲

方将实际确认的焦化产能指标（含污染物排放指标）权属转让给乙方。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

晋政发［2005］13号文件规定，该产能属于第9（1）类焦化处置项目。

（二）焦化置换产能价格

甲方自愿将实际确认的焦化项目产能指标依法有偿转让给乙方。 甲方拟向乙方转让经确

认的焦化产能为90万吨/年，且将该确认的焦化产能所批复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一并转让。 甲乙

双方同意转让单价为人民币200元/吨（含税价）。 置换产能不含税总价：￥169,811,320.75元，

税率6%，含税总价：￥180,000,000.00元。

（三）转让方式

1、甲方将企业拥有的合法焦化产能指标出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一次性有偿购买甲方实际

确认的焦化产能指标。

2、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应该在60日内办理完产能置换的行政报批手续，包括经市、县

经委及相关政府部门同意和甲方股东签字，并取得市经信委的产能确认批复文件。 在置换手

续办理期间，乙方全力配合协助甲方办理产能置换手续。

3、甲方保证该焦化产能完全合法拥有，无査封，无抵押等其它情况。

（四）置换价款支付

在合同签订后，且焦化产能置换取得甲方股东会决议和相关政府部门批文后，乙方一次

性支付甲方产能置换款为：￥18,000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付款时，甲方一

次性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支付方式：现汇或承兑。

（五）置换产能的用途

乙方购买甲方的焦化产能指标，用于建设符合《山西省焦化产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晋政办发[2018]98号文）的焦化项目。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产能，公司旨在积极响应山西省焦化产业政策，着手抓紧焦化生产设备的升级

改造、更新换代。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煤-焦-气-化” 循

环经济模式下，本次收购产能将进一步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加强公司焦化

板块的凝聚效应，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盛化工将拥有385万吨/

年产能，焦化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今年年初至目前， 公司与关联人美锦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61,329.63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 公

司3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集团子公司90万

吨/年产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

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关联董事已依法回

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五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焦化产能置换转让协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与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纳指

100ETF

场内简称 纳指

ETF

基金主代码

15994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广发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广发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7

月

3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7

月

3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的原因说明 非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本基金将从2020年7月6日起恢复正常申购、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

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暂停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基金简称

（

场内

）

广发石油

基金简称

（

场外

）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

（QDII-LOF）

基金主代码

1627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基金合同

》

《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7

月

3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

年

7

月

3

日

暂停赎回

（

含转换转出

）

的原因说明 非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道琼斯石 油 指 数 人 民 币

（QDII-LOF）A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美元

（QDII）A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人民币

（QDII）C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美元

（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2719 006679 004243 00668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赎回

（

转换

转出

）

是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本基金将从2020年7月6日起恢复正常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本基金已于6月30日暂停申购（包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基金

管理人于6月29日发布的 《关于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本基金恢复办

理申购（包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及不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届时将另行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0年7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3302）

2.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

3.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6）

4.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7）

5.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8）

6.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9）

7.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0）

8.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1）

9.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33012/C类233013）

10.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233015）

11.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024/C类000025）

12.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09）

13.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4）

14. 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添利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0415/C类000416）

15. 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0419/C类

000420）

16.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1）

17. 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增值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1859/C类001860）

18.摩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08）

19.摩根士丹利华鑫睿成中小盘弹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12）

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添利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0415/C类000416）、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增值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0064）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且目前处于封闭期，暂未开放申购业务，自开放之

日起，参与本次优惠活动。 具体开放时间请参见本公司公告。

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

申购上述基金的，基金申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

2、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并于2020

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上述基金原

申购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基金（前端模式）申购手续费和定

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不适

用本次费率优惠活动。

3、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的规定为准。本次活动的折扣及活动起止时

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站：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