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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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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

8月7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8月14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

席会议的董事应到9人，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宏广先生主持，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票

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选举丁宏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选举如下：

（1） 战略委员会

由丁宏广、吴景深、丁伊可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丁宏广任主任委员。

（2） 审计委员会

由邓春华、高镭、丁伊可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邓春华任主任委员。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高镭、丁伊可、邓春华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高镭任主任委员。

（4） 提名委员会

由吴景深、高镭、穆玲婷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吴景深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丁伊可小姐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穆玲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丁伯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华峥嵘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 并同意提交本次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对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的聘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附：上述人员简历

丁宏广先生，1958年出生，EMBA学历。曾任诸暨云石丝织厂厂长、诸暨云石印染厂厂长、

诸暨市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日本金海董事长，金海进出口执行董事兼

经理、汇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丁伊可小姐，1987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丁伯英女士，1976年出生，专科学历。曾任金海三喜营销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日

本金海总经理，天津金海董事。

华峥嵘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籍，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薇凯医疗投资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三得利（上海）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穆玲婷小姐，1990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曾任加拉

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资深市场主管，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传讯总

监。现任公司总裁助理。

邓春华女士，1963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会员）。1984年7月至今，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教，历任

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已通过注册会计师全科考试，曾作为执业注册会计师，任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主管会计和项目经理； 曾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企业专门委员会第

五届理事、湖北省体育局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邓春华教授已出版个人专著2部；在专业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10多篇；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吴景深先生，1958年出生，博士学历，国家特聘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职员、西安交通大学

教师、德国汉堡工业大学材料工程系访问学者、悉尼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

授、院长、校长助理，现任南方科技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院长。

高镭女士，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浙江楷泽律师事务所、浙江朗威律师事务所、浙江

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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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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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

8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提前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当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讨论，选举郭秋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8月15日

附：郭秋艳女士简历

郭秋艳女士，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1996年5月进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财务部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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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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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因任期届满，杨洁女士不再担任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

事会秘书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杨洁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感谢！

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穆玲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审议通过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穆玲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

董监高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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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玲婷女

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并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先

审核无异议，具备履职所需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要求及《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穆玲婷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公司提名、审议、表决程

序均合法，同意聘任穆玲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51567009

传真号码：021-54891281

电子邮箱：touzizhe@goldensea.cn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附件：穆玲婷女士简历

穆玲婷，1990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曾任加拉格

（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资深市场主管，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传讯总

监。现任公司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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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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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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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6,99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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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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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丁宏广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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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1

丁宏广

116,993,736 100

是

1.02

丁伊可

116,993,736 100

是

1.03

丁伯英

116,993,736 100

是

1.04

洪贤良

116,993,736 100

是

1.05

孟晓红

116,993,736 100

是

1.06

穆玲婷

116,993,736 100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邓春华

116,993,736 100

是

2.02

吴景深

116,993,736 100

是

2.03

高镭

116,993,736 10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3.01

陈雪芬

116,993,736 100

是

3.02

唐金玲

116,993,736 100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梅、范瑞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5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

电能

600877 *ST

电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陈国斌

电话

022-23866740

办公地址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

（

环外

）

海泰华科五路

6

号

6

幢

电子信箱

cetcenergy@126.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514,013,879.93 518,029,897.72 -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5,498,829.83 323,651,571.77 3.66

本报告期

（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27,237.99 27,723,099.1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05,145,097.15 57,991,486.05 8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31,504.06 -3,970,074.5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980,320.48 -4,296,710.6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29 -1.5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32 -0.008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32 -0.0085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50,23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87 262,010,707 108,444,534

无

0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26,435,121 26,435,121

无

0

罗瑞云 境内自然人

0.56 4,638,200 0

未知

0

罗中能 境内自然人

0.40 3,268,371 0

未知

0

洪青 境内自然人

0.38 3,120,000 0

未知

0

毛良玉 境内自然人

0.29 2,359,500 0

未知

0

蒋干胜 境内自然人

0.25 2,049,900 0

未知

0

陈桂云 境内自然人

0.25 2,029,900 0

未知

0

郑先珂 境内自然人

0.22 1,832,951 0

未知

0

田俊 境内自然人

0.22 1,817,4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电力神与第二大股东力神股份存在关联关

系

，

中电力神为力神股份的控股股东

。

第一大股东与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新变化，有效组织员工复工复产，坚持“双战双赢”

原则，通过“拓市场、提能力、促发展” ，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2020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

发展良好，业绩实现情况良好。公司继续坚持“技术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依据2020年度市

场开发需求及发展规划，开展公司技术创新探索与布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成员单位开

展合规有效的管理工作，两家子公司均保持了良好的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2家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较大幅

度增长。公司主营业务实现较好增长，各项指标稳健良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

514.51万元，同比增长81.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83.85万元，同比增长1,480.16

万元；实现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898.03万元，同比增长1,327.70万元。报告期末，公

司资产总额51,401.39万元，负债总额16,587.63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34,813.76万元，其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3,549.88万元。

1.空间锂离子电池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下属子公司空间电源生产的空间锂离子电池，为相关客户项目提供

了稳定可靠的电源保障。依托传统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同时针对商业航天快速生产、快速

组装、在轨寿命长、可靠度高等要求，公司推出了长寿命、可靠度高的高性价比新产品，满足

了商业航天卫星电源需求，同时积极拓展未来新的市场领域。公司在维护现有市场基础上积

极开拓纵深市场，提高老用户的市场占有率，同时抢占新用户、新领域，进行多项卫星研制任

务。

2.特种锂离子电池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在特种电池应用市场均有所发展。其中子公司力神

特电保持现有客户的有效合作，通信电池销售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同时为卫星地面通信装备

等配套的新研电池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面向的整机客户数量不断增加。此外，凭借过

硬的技术和良好的售后服务， 力神特电配合整车厂研制成功的混合动力全地形车开始进入

试产定型阶段，上半年实现了电池组的小批量订货，预计从下半年开始正式批量供货，开创

了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另外，力神特电在高端AGV配套磷酸铁锂电池领域名列前茅，在国

内首先推出具有本质安全特性的电池组技术， 并已推广此技术的相关产品在部分客户智能

仓库中的应用，为公司稳定、扩大AGV配套市场份额提供技术保障。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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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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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

表决。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科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全体董事保证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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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科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科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科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实施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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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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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

表决。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科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全体监事保

证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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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16� �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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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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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A座1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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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45,73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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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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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斌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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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2人，董事裴红卫、刘健平、胡正鸣、秦海岩、姜军、李宝山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琰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罗杰出席了会议；总会计师罗锦辉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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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864,653 99.7472 873,700 0.2527 200 0.000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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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关于批准公司控股股

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

案

21,506,787 96.0952 873,700 3.9038 200 0.00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

896,296,000股）、关联股东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为3,669,728股），在本次股东大会中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马成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3393� � �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0-038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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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8月13日、8月14日连

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已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明再远先生拟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取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8月13日、8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核实，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

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明再

远先生拟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2020年7月13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01672），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已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上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

2020-033、2020-037）。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

已公开披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筹划其他涉及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除公司

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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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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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3号五矿广场C202-C203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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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12,35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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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3.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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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珠峰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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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郭泽林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改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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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260,418 99.9960 96,000 0.004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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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关于改聘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及内控机构的议案

》

295,196,376 99.9674 96,000 0.032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周书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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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境内生产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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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申报到最终批准,具有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的特

点，容易受到某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能否获得临床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近日，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 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号：CXHL2000371国、CXHL2000372

国），公司PZH2109胶囊的境内生产药品注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的审评受理。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所述新药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PZH2109胶囊

剂型：胶囊

规格：5mg，20mg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申报阶段：临床试验

申请人：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

理。

受理号：CXHL2000371国、CXHL2000372国。

本次申请临床试验的PZH2109胶囊，有两种不同规格（5mg、20mg），每一种规格具有相

同的药理作用，每一份受理通知书所述的受理号对应一种规格。

二、新药的相关情况

PZH2109胶囊是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药品1类创新药。 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FattyLiverDiseases，NASH）。根据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中1

类创新药的有关注册法规，公司已经完成PZH2109胶囊原料药以及制剂的药学、药理毒理、非

临床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PZH2109胶囊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成药性及临

床开发价值。

截至公告日，该药品项目的研发投入累计约2,500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相关情况

截至公告日，2020年3月 saroglitazarmagnesium药物治疗NASH获得印度药物管理局

（DCGI）批准上市，美国和中国暂无与本项目相同靶点相同适应症的药品获批上市。药品的

市场规模具有不确定性。

四、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到《受理通知书》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该药品临床申请获得受理后，尚需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后方可按国家药品注册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临床试验。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申报到最终批准,具有周期长、

环节多、风险高的特点，容易受到某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能否获得临床批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药品的注册申请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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