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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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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１１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
议案》、《
关于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
３、《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京蓝科技”、“
本公司”或“
上市公 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司”）董事会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８月７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蓝生态”）拟为京蓝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沐禾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 （
以下简称 “
工行翁牛特旗支
《
关于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行”）申请金额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期限不超过１年的融资提供担保，京蓝沐禾及其
大会的补充通知》，现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全资子公司赤峰沐原节水科技有限公司以部分不动产做抵押，最终担保金额、担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保方式等具体事宜以工行翁牛特旗支行批复为准。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京蓝沐禾股权结构为：京蓝生态持有其７６．９２％股权，公司对京蓝沐禾具有实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际控制权。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２３．０８％股权，持股比例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因此不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 禾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为公司、京蓝生态提供反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担保。
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等规定。
为保证后续融资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上
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述对京蓝沐禾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下午１４时３０分
本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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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报》。
上午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关于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二）审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９：１５一１５：０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科鼎实”）于２０２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年６月中标江苏化工农药集团原址Ｉ号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治理修复项目（
１标段），
５、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 中标金额为４３９，００４，３５６．５６元。 根据项目采购合同要求，中科鼎实需向业主苏州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 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中标金额１０％即４３，９００，４３５．６６元的履约保函及中标金额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２５％即１０９，７５１，０８９．１４元的预付款保函。 中科鼎实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决权。
以下简称“
建行中关村分行”）申请开具上述保函，北京中关
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
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关村融资”）为其提供担保，公司为中关
７、出席对象：
村融资提供反担保。 最终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等事宜以建行中关村分行批复为
（
１）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准。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公司持有中科鼎实 ７７．７１％股权，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 天津中安和泓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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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分别持有中科鼎实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１７．１８％、５．１１％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其内部审批流程较长，难以满足项目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需求， 因此不按其持股比例对中科鼎实提供同比例担保， 亦不向公司提供反担
８、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７号７栋（
Ｅ楼）公司会议室
保，中科鼎实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９、投票方式的选择：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
为保证后续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上述为
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 中科鼎实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本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告》，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一）逐项审议《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下简称“
京蓝沐禾”）业务拓展及日常
为满足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三、提案编码
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其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１、《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以下简称“
浙商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１００
√
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１０，０００万元、期限１年的融资提供担保，京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
蓝沐禾以其名下的乌丹厂区蒙（
２０１９）翁牛特旗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７４３７号不动产及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１．０１
√
特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他部分资产做抵押，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等具体事宜以浙商银行呼和浩特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分行批复为准。
１．０２
√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
１．０３
√
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关于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
以下简称“
包头农商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行”）申请金额不超过１８，８１０万元、期限不超过１年的融资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
１、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额、担保方式等具体事宜以包头农商行批复为准。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４１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５９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债券简称：视源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６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须在２０２０年８月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１４日下午５点００分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２、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上午９：００至１１：３０，下午２：００至５：００
３、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７号７栋（
Ｅ）楼公司会议室
４、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等办理登记手续。
５、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７号７栋（
Ｅ）楼公司会议室
邮编：１００１０２
电话：０１０－６４７４０７１１
传真：０１０－６４７４０７１１ －８０６２
联系人：田晓楠
６、会议费用：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７、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网络投票系统突
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
网络投票平台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１。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 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２．授权委托书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０７１１；
２、投票简称：京蓝投票；
３、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
１）议案设置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议案编码如下表所示：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１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２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３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
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００

《
关于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若在前述３０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１、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２８元。 计算过
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其中：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１００元／张；
ｉ：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０．６０％；
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
算头不算尾）。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１７３天（
当期利息ＩＡ＝Ｂ×ｉ×ｔ／３６５＝１００×０．６０％×１７３／３６５＝０．２８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１００＋０．２８＝１００．２８元／张
２、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视源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
对于持有“
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２０％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２２元；对于持有“
视源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ＱＦＩＩ和ＲＱＦＩＩ），根据《
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１０８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
视源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格为１００．２８元；对于“
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２８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３、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 （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收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视源转债”全部持有人。
４、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即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至
１）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５个交易日内 （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至少发布三次赎回实施公
告，通告“
视源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
视源转债”停止交易。
２）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起，“
（
视源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３）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为“
（
赎回日前一交易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视源转债”。 自２０２０年
视源转债”停止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
视源转债”将在深
８月３１日起，“
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公司）资金到账日。
４）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为发行人（
视源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
视源
（
５）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为赎回款到达“
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视源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６）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７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三、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视源转债”拟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起停止交易，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
１、“
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视源转债”流通面值若少于人民币
视源转债”
３，０００万元时，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易。 因此“
停止交易时间可能提前，届时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发布的“
视源转
债”停止交易的公告；
视源转债”本次赎回实施公告刊登日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在深交所的交
２、“
易时间内，“
视源转债”可正常转股；
视源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
３、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４、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
视源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
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
视源转债”持有人转
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
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四路６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刘洁、陈晶晶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２２１０２７５
公司邮箱：ｓｈｉｙｕａｎ＠ｃｖｔｅ．ｃｏｍ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０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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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８６）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８月 １３日连续２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２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公司前期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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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１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２０２０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
计２０２０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１，５００万元－２，１００万元， 比上
年同期下降５２．９０％－６６．３６％。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为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公司
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关于拟减持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５．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披露了《
司股份的公告》和《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公告，并将
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继续减持海南海
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７．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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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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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中国证券
２．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本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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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委托人签名（
盖章）：

法人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的数量和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２０２０年
月
日；有效期限：
；
若委托人未对以下提案作出具体表决， 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
票？
□是；□否；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
请在每项提案的“
同意、反对、弃权”表决项下单选
并打“
√ ”）：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备注
提案编码

同意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１．００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１．０１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０２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３

《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

２．００

《
关于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反对

弃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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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召
开董事会第七届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监事会第七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本次回购
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用途及资金来源：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７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
含），其中：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拟使用资金不低于６．５１亿元－９．３０亿元，不低于回购资金
总额的９３％；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为不超过０．４９亿元－０．７０亿元，不超过
回购资金总额的７％。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含），不超过董事会决
２．回购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５．１６元／股（
议日前３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１５０％。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
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３．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８月１７日、８月２０日及８月２４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０５８、０６２、
０６３、０６４号公告）。
二、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１．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了首次回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６，０７８，２６０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０．０８９５％；成交的最高价为３．３８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３．３２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２０，３２３，８１３．６０元（
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方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０６４
号公告）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
２．继而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内，公司在每个月的前３个交易日内及时公
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且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１％
的， 亦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０６７、０７２、０７９、０８３，
２０２０－００３、０１９、０２９、０３２、０３４、０４９、０５３、０５４、０６５、０６７、０７１、０７７号公告）
３．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收盘，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２４６，３４７，６４１股， 占公司总股本６，７９３，５９０，９７０股的
３．６２６２％。最高成交价为３．５２元／股，最低成交价为２．４３元／股，已支付总金额为人民
币７００，４４６，４１９．７３元（
不含佣金及印花税），已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回购公司股份
资金总额的下限。
４．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符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
合《
购方案内容。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
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５．本次股份回购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股份回购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公司自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至发布
股份回购结果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重要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９７人基于对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３２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８６

授权委托书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或本人）出席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召开的
贵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视源转债”赎回实施及停止交易的第十三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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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视源转债”赎回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１、“
视源转债”赎回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２、“
视源转债”赎回价格：１００．２８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利率０．６０％，且
３、“
当期利息含税）
视源转债”拟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起停止交易，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
４、“
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视源转债”流通面值若少于人民币
视源转债”
３，０００万元时，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易。 因此“
停止交易时间可能提前，届时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发布的“
视源转
债”停止交易的公告。
视源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
５、持有人持有的“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视源转债”停止转股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６、“
公司）资金到账日：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
７、发行人（
８、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视源转债”收盘价为１２７．５０元／张。
９、风险提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收市后，“
根据赎回安排，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
视源转债”将被按
照１００．２８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
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 本次赎回完成后，“
视源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摘牌。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收市后距离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可转债赎回登记日）仅有
视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１１个交易日，特提醒“
一、赎回情况概述
１、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６１号）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１日公开发行９，４１８，３０４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可转债”），每张面值１００元，发行总额９４，１８３．０４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深证上【
２０１９】１５２号”文同意，公司可
转债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进入转股期，转
股起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１日。
根据公司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
书》）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条款规定，“
视源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７６．２５元／
股；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因公司实施２０１８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视源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７６．２５元／股调整为７５．７１元／股；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因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视源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７５．７１元／股调整为７５．７２元／股；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因公司实施２０１９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视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７５．７２元／股调整为７４．９７元／股。 最新有效转
股价格为７４．９７元／股。 以上“
视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关于调整“
视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公司股票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视源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即９７．４６元／股），已
经触发《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关于提前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回“
视源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
视源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视源转债”。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赎回条款
《
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１）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Ａ股股票连续３０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１５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
（
２）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ｉ：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
算头不算尾）。

附件２：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１．００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５６

（
２）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
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
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
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０票。
（
３）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的交易时间， 即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３：００。
日）上午 ９：１５，结束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
２０１６年４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简称：明德生物

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强烈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自愿以
自有资金通过个人账户从二级市场增持广汇能源Ａ股股票。 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９日首
次增持之日起６个月内，即截止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上述 ９７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１６，
１３５，７７３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２３７５％，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已期限届满。 因此，在
回购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参与本次增持计划存在股票增持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０４８、０６８、０７１、０７８、０８２，
为，但不存在股票卖出情形。 （
２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号公告）
四、本次回购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２４６，３４７，６４１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６２６２％，股份变动
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股）
股数（

比例（
％）

增减量（
股）

本次回购后
股数（
股）

比例（
％）

有限售股份

５６，８７１，７００

０．８４

－１７，３１３，５１０

３９，５５８，１９０

０．５８

无限售股份

６，７３７，１０３，２７０

９９．１６

１６，９２９，５１０

６，７５４，０３２，７８０

９９．４２

其中：回购专用账户

０

０

２３８，２７７，６４１

２３８，２７７，６４１

３．５１

员工持股专户

０

０

８，０７０，０００

８，０７０，０００

０．１２

股份总数（
股）

６，７９３，９７４，９７０

１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６，７９３，５９０，９７０

１００

注：１．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影响总股本的变化，仅是暂存放在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及过户至公司２０２０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 ２．上述股份总数的变
动主要因回购期间公司回购注销了３８．４万股不符合公司２０１８年股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份。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总数为２４６，３４７，６４１股。 根据公司股份回购方案，本次回
购股份中不低于回购股份总数的９３％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不超过７％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处理情况如下：
公司已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２月５日分别召开董事会第七届第二十九次会议
和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２０２０年员工持股计划
的股票均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份， 股份总数不超过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股。 其中：不超过８，０７０，０００股的股份由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无偿赠与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不超过１１，９３０，０００股的股份作为预留份额在本次持股计划存
续期内有偿转让，转让价格为回购成本价。 公司已启动实施首次员工持股计划，
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完成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８，０７０，０００股股份过户至２０２０年
员工持股计划专户的相关工作。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０－００５、０２２、０３７号公告）
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２３８，２７７，６４１股均暂存放于该证券账户，其
中：１１，９３０，０００股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的预留份额，２２６，３４７，６４１股用于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如未能在本次回购完成之后３６个月内实施上述用
途，则对应未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具体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六、本次回购实施的影响
公司回购计划的制定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投资价值
的认可，且结合公司股票在资本市场的波动情况，旨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推
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回归，能正确体现出公司价值和经营业绩。 本次回购股份
的具体实施，可有效的统一公司、员工、股东的利益，逐步加强了员工凝聚力和
公司竞争力，保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提升了投资者对
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了公司投资价值趋向合理水平，且确保了公司在资本市
场的公众形象，为公司未来进一步持续、稳健的发展夯定了基础。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不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 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化。 后续，公司将按照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及员工持股计划，并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３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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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草案修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订稿）〉及摘要的议案》（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部分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１、公示内容：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姓名和职
务。
２、公示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
３、公示方式：公司内部ＯＡ公示
４、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
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５、公示结果：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或
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
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文件等。
三、核查意见

根据《
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
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
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
１、列入本次《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
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公司高
３、激励对象均为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
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及董事会认定需要激励的其
他员工。
４、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２） 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３） 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４）具有《
理人员情形的；（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５、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５％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