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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
第三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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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以书面、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７人，现场参会５人，通讯方式参会２人，董事高宏波先生、独立董事
朱列玉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董事候选人、总经理候选人列席本次会议，符合《
公
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飚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夏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
董事候选人资料详见附件一）。 该议案
名夏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补选夏斌先生为董事候选人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补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
选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同意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缪安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陈子召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
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缪安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资料详见附件一）。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陈子召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补选缪安民先生为董事候选人事宜发表了独立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独立董事关于
见。 （
补选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同意本议案。
议案一、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董事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
进行表决。 新董事当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缪安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详细资料见附件
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缪安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缪安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
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任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同意本议案。
《
关于召开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告编号：２０２０一３２）。
公司定于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下午 １５：００ 在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号越
秀城市广场南塔３７楼公司会议室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一：补选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资料
１、董事候选人夏斌先生详细资料
夏斌，男，汉族，１９７５年７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１９９６年７月参加工
作。 １９９６年７月至１９９７年１月在广东经济出版社任职；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任
广东省出版总公司财务部会计；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曾任广东省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科长、主管；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任广东威雅光电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任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运营部副总监；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任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投融资
加挂法
部副总监；２０２０年１月至今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经营投资部 （
律事务部）总监。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
《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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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与本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２、董事候选人缪安民先生详细资料
缪安民，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６月生，中共党员，硕士，１９８８ 年６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６ 月至１９９３ 年１ 月历任广东省食品集团冷冻厂冷藏车间商检员、 工艺技术

员、车间副主任； １９９３ 年２ 月至１９９８ 年３ 月历任广东省食品集团冷冻厂冷藏
部副经理、经理、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８年４ 月至１９９８ 年１２ 月任广东省食品集团汇
丰食品冷冻公司副总经理兼冷藏部经理、 党支部书记；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历任广东省食品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兼任广东省广弘
食品企业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１２ 月至２００７ 年１ 月任广东广
弘食品冷冻实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广东省广弘食品企
业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１ 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任广东省广弘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广东省广弘食品企业有限公司贸
易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至２０１０年７月兼任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广东省广弘食品企业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总经
理；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６ 年２ 月兼任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兼任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兼任广东省广弘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２０２０年６月至今兼任广东省广弘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２００９ 年１０ 月至２０２０年８月任广东广弘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０年８月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２０２０年８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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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与本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高管任职条件。
附件二：总经理详细资料
总经理缪安民先生的详细资料详见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缪安民先生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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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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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定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４．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２０年８ 月３１ 日下午１５：００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８ 月３１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上午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上午９：１５至下午１５：００任意时间。
５．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网络投票。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现场记名投票方式或者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８ 月２４日
７．会议出席对象
（
１）于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８ 月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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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其他相关人员。
８．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公司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３项， 议案１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议
审议通过，议案２、３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１、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选举夏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选举缪安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选举郭天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审议关于惠州市广丰农牧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８０００万元长期项目贷款及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可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２、本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
分别进行表决。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
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可以
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
二）披露情况
中国证券报》、
上述议案请查阅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 日和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在 《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备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累积投票提案 （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１．００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夏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选举缪安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００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０９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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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６．４０％。
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７５２
号）。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向特定投
资者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邦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通金信
灏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发行１６７，
５４４，４０９股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７年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召开２０１７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８年５月，公司实施了２０１７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
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总股本１，０２１，８４１，９８９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
分红，每１０股分配现金４．００元（
含税）；每１０股送红股０股；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４股。 转增后， 上述限售股由１６７，５４４，４０９股增至２３４，
５６２，１７２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
２、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１６．４０％。
３、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申请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本次 解 除 限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 售 股数 占 公 冻结的股份数
股）
量（
股）
份数量（
股）
司总 股 本 的 量（
比例

股东名称
１ 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２，８１８，９３８

８２，８１８，９３８

５．７９％

０

２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１８９，１９７

２４，１８９，１９７

１．６９％

０

３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３７３，０２６

７，３７３，０２６

０．５２％

０

４ 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３７３，０２６

７，３７３，０２６

０．５２％

０

５ 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９，２００，７７３

４９，２００，７７３

３．４４％

４９，１９６，０００

有限合伙）
６ 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

２２，１４７，４３７

２２，１４７，４３７

１．５５％

０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１３３，２５６

２２，１３３，２５６

１．５５％

０

８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６０，２３０

１４，７６０，２３０

１．０３％

０

４，５６６，２８９

４，５６６，２８９

０．３２％

０

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

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

１６．４０％

４９，１９６，０００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９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合计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数量（
股）

一、 限售条 件 流
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本次变动增减

比例

本次变动后

增加数量（
股） 减少数量（
股） 数量（
股）

比例

２３８，８８６，０８８

１６．７０％

－

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

４，３２３，９１６

０．３０％

４，３２３，９１６

０．３０％

－

－

４，３２３，９１６

０．３０％

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

１６．４０％

－

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

－

－

二、 无 限售条 件
流通股

１，１９１，６９２，６９６

８３．３０％

２３４，５６２，１７２

－

１，４２６，２５４，８６８

９９．７０％

三、总股本

１，４３０，５７８，７８４

１００％

－

－

１，４３０，５７８，７８４

１００％

四、本次申请限售股解禁的股东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在实施非公开发行时均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对象均严格履行了前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五、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
股东违规担保等情况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述股东不存在对
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提供担
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形。
六、控股股东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的说明
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解
除限售股股东之一，同时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及一致行动人。 上述公司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解除限售的流通股，并承诺：如计划未来减持所持启迪环
境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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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东之一，同时是公司股
东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的孙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西藏清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解除限售的流通股，并承诺：如计划未来减持所持启迪环境股份，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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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启迪环境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２、股权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公司董事会关于限售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的说明；
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处置意图的函；
５、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２．０１

选举郭天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审议关于惠州市广丰农牧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８０００万元长期项
目贷款及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３．０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召
开的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
工商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在巨潮
资讯网（
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公司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并取得南
通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变更仅涉及注册资本减少，其他
事项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情况
变更前，注册资本：３３６６４．８万元整。
变更后，注册资本：３３２７６．３６万元整。
二、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２０６００７４３１２７１３３０
名称：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ＳＴ乐通

住所：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恒联路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薛庆龙
注册资本：３３２７６．３６万元整
成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营业期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１日至＊＊＊＊＊＊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色纱、纤维、纱线、色织布、纺织品、印染品、服装及相关
产品；自有厂房、设备租赁；非自产纺织品、服装、服装面辅料的批发、进出口、佣
金代理（
拍卖除外）。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货物进出口；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医护人员防
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８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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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以
土地及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４，０２４．０９万元向全资子公司珠海市乐通实业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乐通实业”）进行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５日刊登
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５）。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近日，全资子公司乐通实业已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收到珠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核准备案登记通知书》。 本次增资完成后，全资子公
司乐通实业注册资本由１００万元变更为４１２４．０９万元。
乐通实业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０４００ＭＡ４Ｗ５２６Ｙ２４

公司名称：珠海市乐通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办公楼１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４１２４．０９万元
实缴资本：４０２５．０９万元
成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０１月０６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环保型油墨涂料的研发、销售。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
应选人数（
１人）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２７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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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４．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披露。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召开时间：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１５：３０
（
２）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
１２日上午９：１５至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上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民东路２１１号１号栋９楼会议室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建权先生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
６．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２９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５２１，０８２，５１５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３．３４９９％。 其中：
１．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６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４６６，８４５，４４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８．８３７８％。
２．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２３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５４，２３７，０７３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５１２１％。
３．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２４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４，９０２，１１３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５６７４％。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 同意５２０，７６６，９６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９４％；反对３１５，５５２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６０６％；弃权
０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０％。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５４，５８６，５６１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４２５２％；反对３１５，５５２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５７４８％；弃权０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Ａ 投Ｘ１票

Ｘ１股

对候选人Ｂ投Ｘ２票

Ｘ２股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
如表一提案１．００，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２ 位）
１）选举非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２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２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
如表一提案２．００，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１ 位）
２）选举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１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１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
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年８ 月３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
３０ 和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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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８ 月３１ 日上午９：１５至下午１５：
００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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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２：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
注：本股东登记表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３：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
本人）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
我单位（
本人）承担。 我公司（
本人）对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
决意见：
备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１．００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夏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应选人数（
２人）

１．０２

选举缪安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００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郭天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
１人）
√
备注

议案
序号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３．００

审议关于惠州市广丰农牧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８０００万元长
期项目贷款及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
公章或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
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日期：２０２０年
（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月

日

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１．《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
２．《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２８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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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在长沙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通过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给所有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７人，实到董事７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
理陈建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
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一、以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选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简历见附件）。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补选王选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２． 补选王选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３． 补选王选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王选祥先生在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
附件：董事长简历
王选祥先生简历
１．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王选祥，男，１９６５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曾任国防科技
大学军事教研室正营职教员、科研部工程师、信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湖南省国
资委办公室党委办副主任、调研员、省政府派驻国资委监事会二办处长，湖南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湖
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２． 王选祥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党委书记、
董事长，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
４． 其本人不存在《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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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５． 其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５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的公告

公告编号：ＬＦ２０２０－０４１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减少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
持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
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先通过传真或邮寄
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以传真或邮寄信函收到时间为准；股东登记表和股东授权委
托书样式详见附件２、３）。
（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年８ 月 ２６日上午８：３０一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３０一１７：００
（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４３７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３７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４３７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３７楼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５１００３０
联系人：苏东明
电话：（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６０３９８５
０２０）８３６０３９８９
（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为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详见附件１）。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１、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２：股东登记表（
复印有效）
附件３、授权委托书（
复印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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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广弘投票”。
１、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５２９”，投票简称为“
２、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为累积投票提案和非累积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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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2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４

应选人数（
２人）

非累积投票提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２６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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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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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焦作万方”或“
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
月１３日收到本公司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万方集团”）
《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的告知函》，获悉
公司股东万方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办理了到期
购回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的情况
股东名称

参与交易的证券
公司

焦作市万方集团 山西证券股份有
有限责任公司
限公司

交易时间

购回日期

到期购回的数量
（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１２
日

２５，３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

万方集团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日将持有公司２５，３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的２．１２％）在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账户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约定购回期
限１２个月。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
／／ｗｗｗ．ｃｉｎｉｆｏ．ｃｎ） 上的 《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１３

证券简称：特尔佳

号：２０１９－０６１）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交易前后持股情况
交易前
股东名称
焦作市万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４６，８８０，０００

交易后

占公司总股本的 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
数量
３．９３％

７２，１８０，００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６．０５％

三、其他说明
１、 本次购回是万方集团按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约定到期履行购回义
务。
２、本次购回前６个月，万方集团未有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告知函。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８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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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市特尔
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特尔佳信息”）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３项《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其中公司取得２项，特尔佳信息取得１项，具体情
况如下：
（
一）实用新型名称：井下作业车用液力缓速器的控制系统
１、发明人：闻维维；伍中权；许志鹏
２、专利号：ＺＬ ２０１９ ２ １５８２１７７．１
３、专利申请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４、专利权人：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授权公告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
自申请日起算）
６、专利权期限：十年（
（
二）实用新型名称：一种井下作业车用液力缓速器的控制系统
１、发明人：闻维维；伍中权；许志鹏
２、专利号：ＺＬ ２０１９ ２ １５６５００２．Ｘ
３、专利申请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４、专利权人：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授权公告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
自申请日起算）
６、专利权期限：十年（
（
三）实用新型名称：电涡流缓速器线圈电阻测试系统
１、发明人：伍中权；左小娟；朱松然；陈彬
２、专利号：ＺＬ ２０１９ ２ １０４１２０７．８
３、专利申请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４、专利权人：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授权公告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
自申请日起算）
６、专利权期限：十年（
上述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取得，其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司的缓速
器业务相关。 上述专利的取得暂不会对公司近期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