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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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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议召开情况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

月31日以电话、 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

员。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于2020年8月6日下午16:00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150号

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7人。公司全体监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5、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滕用庄先生召集和主持。

6、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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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选举滕用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0年8月7日的巨

潮资讯网上的《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滕用庄先生简历附后。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长滕用庄先生、非独立董事滕用严先生、独立董事吴飞美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并任命公司董事长滕用庄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刘微芳女士（会计专业人士）、非独立董事滕用庄先生、独立董

事吴飞美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刘微芳女士、非独立董事滕用庄先生、独立董事吴飞美女士为第

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吴丹先生、非独立董事滕用庄先生、独立董事吴飞美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6、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会计专业人士）刘微芳女士担任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刘微芳女士担任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8、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

由独立董事吴丹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滕用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8月7日的巨潮资讯网。滕用严

先生简历附后。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郑顺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8月7日的巨潮资讯网。郑顺辉

先生简历附后。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颖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8月7日的巨潮资讯网。张颖娟

女士简历附后。

董事会秘书张颖娟女士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91-88202235

电子邮箱：zhangyingjuan@tengxinfoods.com.cn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0号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

政编码：350008）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朝晖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件：公司相关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附件：附件：滕用庄先生、滕用严先生、郑顺辉先生、张颖娟女士、陈朝晖先生简历

1、董事长滕用庄先生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滕用庄，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师，EMBA,

现任本公司董事、东山腾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腾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大业创智

互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技术副总监。

滕用庄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452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9.41%，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之一。滕用庄先生与董事候选人滕用伟先生、滕用严先生系兄弟关系。滕用庄先生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候选人无关联关系。滕用庄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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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2、总经理滕用严先生简历

滕用严，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在读，现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兼任沈阳腾新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鼓山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闽芝食品有限公司、成都腾新食

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腾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上海闽芝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南京腾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营销副总监及全国KA总监。

滕用严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425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8.84%，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之一。滕用严先生与董事候选人滕用伟先生、滕用庄先生系兄弟关系。滕用严先生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候选人无关联关系。滕用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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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3、财务总监郑顺辉先生简历

郑顺辉，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经济师，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猫诚股份董事，曾任福州利来家具有限公司会计，历任本公司财务经理、审计部长，现任公司财

务总监。

郑顺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郑顺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郑顺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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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资格和

条件。

4、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颖娟女士简历

张颖娟，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在读，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张颖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张颖娟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颖娟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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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资格和

条件。

5、审计部负责人陈朝晖先生简历

陈朝晖，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福建

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审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2015� 年2月入职

本公司，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陈朝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陈朝晖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朝晖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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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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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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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

月31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候选人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于2020年8月6日16：30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150号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4、本次会议由监事陈为味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与会监事经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陈为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陈为味先生简历如下：

陈为味，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在读。陈为味先生曾任沃尔

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利嘉、鼓山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人资

行政部总监、监事会主席。

陈为味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为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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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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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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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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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0年8月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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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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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

为：2020年8月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0号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滕用庄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9人，代表

股份215,995,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80,760,000股）的比例为44.9279%。其中：(1)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215,9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4.9081%；(2)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95,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199%；(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5人，代表股份95,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199%。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验证其身份。

8、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和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亲

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第六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滕用

庄先生、滕用伟先生、滕用严先生和吴迪年先生四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

果如下：

候选人

姓 名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获得选举票

(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滕用庄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滕用伟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滕用严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吴迪年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刘微芳

女士、吴丹先生和吴飞美女士三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

姓 名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获得选举票

(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刘微芳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吴 丹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吴飞美

215,982,000 99.9937% 82,000 85.8279%

(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因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会议选举陈为味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5,992,140 99.9984%

反对

3,400 0.0016%

弃权

0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5,992,140 99.9984% 92,140 96.4413%

反对

3,400 0.0016% 3,400 3.5587%

弃权

0 0.0000% 0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5,992,140 99.9984%

反对

3,400 0.0016%

弃权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陈禄生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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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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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5日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0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临时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工会主席刘建城同志主持，到会的职

工代表共49人。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为此公司就选举郑宗行先生、刘日忠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题，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交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选举郑宗行先生、刘日忠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三年，与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同时就任。

特此公告。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郑宗行先生简历：

郑宗行，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在读。郑宗行先生历任宁化

县安远乡粮食管理站仓管、储运主任，现任本公司营销总监、监事。

郑宗行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郑宗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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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2、刘日忠先生简历：

刘日忠，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刘日忠先生历任

福建苍乐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工段长，福建九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人资经理，本公司人资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助理。

刘日忠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刘日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者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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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20-07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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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集团” ）基于战略发展及自身资金需求，于2020年7月9-20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36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其中1,066万股为其在2018年1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49%；其余4,297万股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6%。并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5%。万丰

集团于2017年8月22日非公开发行了以其所持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的“万丰集团2017年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债” ），发行规模人民币13

亿元，期限三年，债券简称：17万丰E2，债券代码：117091。本期可交债已于2018年2月23日进

入换股期， 换股期限自2018年2月23日起至本期可交债到期日前3个交易日止。2020年7月22

日-8月4日， 本期可交债持有人因自愿换股， 致使万丰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累计减少13,

099.682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99%。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3日、2020年7月11

日、2020年7月15日、2020年7月21日、2020年7月22日、2020年7月24日、2020年7月25日、2020

年8月4日、2020年8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18-013）、《关于控股股东减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号：2020-057）、《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

告》（公告号：2020-058）、《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2%的公告》（公告号：

2020-060）、《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调整换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

2020-062）、《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首次换股暨权益变动达到2%的公告》（公告号：

2020-064）、《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减少暨权益变动超过6%的公告》（公告号：

2020-065）、《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1%的公告》（公告号：

2020-071）、《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1%的公告》（公告号：

2020-073）。

2020年8月5日，本期可交债部分持有人因自愿换股，致使万丰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

少4,115.50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

截止2020年8月5日，万丰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5,3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本期可交债持有人因自愿换股，致使万丰集团所持

公司股份累计减少17,215.18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7%。

综上，万丰集团截止2020年8月5日累计减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22,578.1881万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10.32%。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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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

权益变动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万丰集团

住所 新昌县城关镇新昌工业区（后溪）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8

月

5

日

股票简称 万丰奥威 股票代码

002085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

股、

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

股

4,115.5060 1.88%

合 计

4,115.5060 1.8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可交债持有人自愿换股）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万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

份

93,539.2628 42.77% 89,423.7568 40.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786.7068 38.31% 79,671.2008 36.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52.5560 4.46% 9,752.5560 4.46%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

否

■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

否

■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

否

■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044�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0-06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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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今日收到控股股

东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资产” ）和股东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维途”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

1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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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亿资产 是

2,880,000 1.22% 0.07% 2017-11-23 2020-08-0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维途 是

3,024,000 2.42% 0.08% 2017-11-23 2020-08-0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5,904,000 0.15%

（

1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包括：天亿资产、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亿控股”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馨” ）、上海维途、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长河” ）、高伟先生和徐可先生。）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29,738,134

股，累计质押股份为534,566,936股，累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4.43%。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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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俞熔

2

39,826,135 1.02% 25,933,015 65.12% 0.66% 25,933,015 100.00% 3,936,586 28.33%

天亿资产

236,174,

791

6.02% 232,343,807 98.38% 5.93% 82,632,569 35.56% 2,880,000 75.18%

天亿控股

49,310,300 1.26% 34,203,560 69.36% 0.87% 0 0 0 0

上海美馨

91,699,505 2.34% 43,121,754 47.03% 1.10% 0 0 0 0

上海维途

124,816,

209

3.18% 121,780,800 97.57% 3.11% 121,780,800 100.00% 3,035,409 100.00%

世纪长河

222,766,

552

5.68% 77,184,000 34.65% 1.97% 0 0 0 0

高伟

11,620,288 0.30% 0 0 0 0 0 0 0

徐可

3

53,524,354 1.37% 0 0 0 0 0 40,143,265 75.00%

合计

829,738,

134

21.17% 534,566,936 64.43% 13.64% 230,346,384 43.09% 49,995,260 16.94%

（

2

俞熔先生已质押及未质押股份中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

3

徐可先生未质押股份中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出现平仓风险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87,888,033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34.7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34%， 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118,060.05万元；其

中，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83,279,97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2.09%，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4.68%，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118,060.05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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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天亿资产和上海维途作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慈铭体检” ）72.22%股权事项盈利预测补偿承诺人，于2016年5月20日、2016年5

月30日、2017年6月14日分别与公司签订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以及慈铭体检2019

年度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的情况，天亿资产及上海维途应补偿股份总数为5,667,051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

绩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上述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519� �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变更有限合伙人工商变更登记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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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公司与上海临芯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闻威签署了《嘉兴君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投资

名为“嘉兴君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兴君锋” ）。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该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13,230.00万元，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拟使用自

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3,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27）。

2020年5月29日，公司获知嘉兴君锋工商登记已完成的信息。根据嘉兴君锋整体安排，各

有限合伙人先行完成部分或全部出资，用于基金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具

体出资明细如下：有限合伙人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00.00万元人民币；有限合伙

人闻威出资10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近日，经嘉兴君锋合伙人会议决定，同意裘伟红全额受让闻威持有的嘉兴君锋0.76%的出

资份额（对应出资为人民币100.00万元）。出资份额转让完成后，闻威退出嘉兴君锋，裘伟红

成为嘉兴君锋的有限合伙人。2020年8月5日， 公司与普通合伙人上海临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有限合伙人裘伟红重新签署了《嘉兴君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立霸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变更有限合伙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二、变更有限合伙人进展

公司获悉嘉兴君锋已于2020年8月6日完成重大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嘉兴

市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登记后，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嘉兴君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BXJ957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20室-79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临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延延）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12日

营业期限：2018年10月12日至2038年10月11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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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的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7�日

证券代码：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0-07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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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叶善群先生的通

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延期购回和补充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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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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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质押

/

质

押

到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叶善群 是

3,800,000 9.28% 0.55%

否 否

2018.8.15 2020.8.7 2021.1.29

财通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延期

购回

800,000 1.95% 0.12%

否 是

2020.8.4 2021.1.29 -

补充

质押

合计

4,600,000 11.24% 0.67% - - - - - - -

注：上表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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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长鸿

59,968,992 8.73% 34,781,999 34,781,999 58.00% 5.07% 34,781,999 100.00% 10,194,745 40.48%

蒋亦卿

29,115,240 4.24% 16,000,000 16,000,000 54.95% 2.33% 10,900,000 68.13% 10,936,430 83.39%

陈菊花

7,015,740 1.0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陈剑峰

27,325,440 3.98% 0 0 0.00% 0.00% 0 0.00% 20,494,080 75.00%

叶善群

40,942,800 5.96% 3,800,000 4,600,000 11.24% 0.67% 0 0.00% 0 0.00%

玉环市

亚兴投

资有限

公司

43,028,400 6.27% 10,400,000 10,400,000 24.17% 1.51% 0 0.00% 0 0.00%

合计

207,396,612

30.21

%

64,981,999 65,781,999 31.72% 9.58% 45,681,999 69.44% 41,625,255 29.39%

注：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限售股均为

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股东叶善群先生具备相应的履

约能力。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