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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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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8月14

日下午16:00在闰土大厦1902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8月8日以书面、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阮静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

席董事8人，独立董事郝吉明先生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事阮静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事阮加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

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阮静波、阮加春、徐万福、茹恒、赵国生、阮光栋、郝吉明，召集人为

阮静波；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益民、赵万一、阮静波，召集人为张益民；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郝吉明、张益民、阮静波，召集人为郝吉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赵万一、郝吉明、阮静波，召集人为赵万一。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

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阮静波女士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徐

万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

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阮静波女士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刘

波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成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

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茹恒先生、赵国生先生、阮

光栋先生、刘波平先生、徐军先生、景浙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

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燕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罗宜家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三年，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

日）。

该决议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简历

阮静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7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职称；曾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闰土生态园区副主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闰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约克夏化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闰土国际（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浙江染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闰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浙江闰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81,331,054股，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是董事茹恒先生的配偶，董事阮加春先生的侄女，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阮静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阮加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上海

交大MBA结业，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上虞县染化助剂厂销售员、绍兴市染化助剂厂营销

科科长、绍兴市染化助剂厂经营副厂长、浙江闰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副总、总经理、浙

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闰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闰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浙江嘉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8,957,763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是董事阮静波女士的叔叔，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阮加春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徐万福，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上海

交大MBA结业，高级经济师职称，高级工程师职称；曾任浙江闰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厂

厂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闰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浙江迪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绍兴市上虞华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浙江闰土热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绍兴市上虞区勤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12,742,412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徐万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波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浙江

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审计部副部长、证券投资部副部长、证券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限公

司董事。 刘波平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

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刘波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周成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上海交大MBA结

业，高级会计师职称；曾任浙江绍兴茶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浙纸集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

处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董事、副董事长、浙江长城包装公司总经理、浙江闰土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闰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巍华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绍兴市上虞区闰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绍兴上虞联谊置

业有限公司监事、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周成余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1,118,952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周成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茹恒，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3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绍兴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长助理、浙江闰昌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绍兴上虞闰创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茹恒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董事阮静波女士的配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茹恒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国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年9月出生，1992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

学化学系，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绍兴市高级专家，绍兴市硕博士储备人才

库人才，绍兴市行业领军人才，绍兴市拔尖人才，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

工程” 第二层次培养人员；曾就职于绍兴市染化助剂厂、绍兴市越州化学品厂，1997年10月

进入浙江闰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曾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65,501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赵国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阮光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经济师职称，高级工程师职称，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染料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绍兴市危化品安全协会副理事长、绍兴市生态文明促进会副理事长、绍兴市上虞区篮球

协会副主席。曾任本公司外贸事业部经理、生产计划部部长、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董事、副总

经理，浙江闰土染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约克夏（中国）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约克夏（浙江）

染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约克夏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约克夏亚洲太平洋有限公司副

总裁；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国际贸易中心主任、闰土生态工业园管理

委员会主任、闰土股份约克夏党支部书记、约克夏化工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约克夏（浙

江）染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约克夏亚洲太平洋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浙江闰土染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浙江闰土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

赛亚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监事、浙江染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阮光栋先生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阮光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局滨海分局、绍兴市公安局，2016年6月

进入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约克夏染料（中山）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徐军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徐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景浙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8年2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

上虞珊瑚化工厂销售科科长、浙江珊瑚化工有限公司经营厂长、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约克夏（浙江）染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景

浙湖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68,1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景浙湖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王燕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5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于2011年5月进入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工作，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燕杰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燕杰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罗宜家，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曾任国营江西弋阳旭光

彩印包装厂技术科长、财务科长，江西弋阳旭光企业集团办公室主任、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本部业务部财务经理、集团审计专员，现代联合控股集团财务经理、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审计考核部部长。 罗宜家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037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罗宜家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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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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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8月14

日下午17:00在闰土大厦1902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8月8日以书面、 电话和短信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张志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

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志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该决议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张志峰先生简历

张志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

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部部长、江苏

明盛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闰土染料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闰土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 张

志峰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275,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志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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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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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14日下午2: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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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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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6号大街452号高科技企业孵化器3

幢9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建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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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

公司股份数为60,443,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3446％。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5名， 代表股份3,637,4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3.631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60,427,2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3283％。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6,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63％。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

3,63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314％。 其中现场出席2人，代表股份3,621,100股；通过

网络投票3人，代表股份16,300股。

5、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344,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1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3,62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09％；反对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344,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1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3,62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09％；反对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344,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1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3,62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09％；反对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443,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3,63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楷泽律师事务所胡馨缘律师、张亚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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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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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东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东方富海” ）持有公司股份8,774,30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3.84%；股东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东方富海二号” ）持有公司股份3,760,40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64%。 东方富海及东方富海二号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534,70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5.48%。 上述股份分别来源于东方富

海、东方富海二号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该股

份自2018年8月2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0-048）：“东方富海及东方富海二号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12,534,

70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43%。 若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

整。 ”

自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起始日至本公告日，东方富海共减持公司股

份4,387,100股，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87,900股，通过集

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699,200股；东方富海二号共减持公司股份1,

880,300股，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000股，通过集中竞

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80,300股。 综上所述，东方富海及其一致行动人

东方富海二号共计减持公司股份6,267,400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数量已过

半。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8,774,304 3.84% IPO前取得：8,774,304股

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760,405 1.64% IPO前取得：3,760,405股

注： 以上比例是以华扬联众2020年8月10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实施完毕后的总股本数228,615,614股为基础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8,774,304 3.84%

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同为东方富海（芜湖）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3,760,405 1.64%

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同为东方富海（芜湖）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12,534,709 5.48% 一

注： 以上比例是以华扬联众2020年8月10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实施完毕后的总股本数228,615,614股为基础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计划实施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东方富海（芜湖）股

权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4,387,100 1.92%

2020/7/29 ～

2020/8/14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

易

25.91-28.08 120,406,170.96 4,387,204 1.92%

东方富海（芜湖）二

号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

1,880,300 0.82%

2020/7/29 ～

2020/8/14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

易

25.91-28.08 51,609,140.98 1,880,105 0.82%

注1：以上比例是以华扬联众2020年8月10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实施完毕后的总股本数228,615,614股为基础计算。

注2：东方富海共减持公司股份4,387,100股，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68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3,69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

注3：东方富海二号共减持公司股份1,880,300股，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1,58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

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东方富海及东方富海二号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

自身资金规划等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治理结

构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东方富海及东方富海二号根据自身资金需

求及自身资金规划等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东方富海及东方富海二号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1、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东方富海及东方富海二号将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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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以及本公司所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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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

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以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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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晨鑫 股票代码 0024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晨鑫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蕾 潘玉涛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52号1单元4层9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52号1单元4层9号

电话 0411-82952526 0411-82952526

电子信箱 cxkj@morningstarnet.com cxkj@morningstarne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597,005.95 50,548,632.42 -7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2,876.68 506,453.34 29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739,007.30 -4,681,160.67 2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25,586.18 -965,882.74 -503.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004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004 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03%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31,090,129.31 733,315,058.79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3,009,260.92 561,180,257.21 0.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8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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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德群 境内自然人 9.78% 139,573,900 0 冻结 139,573,900

刘晓庆 境内自然人 6.98% 99,630,000 74,722,500 冻结 99,630,000

钜成企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8% 95,371,200 0

冻结 60,000,000

质押 35,371,200

周珠林 境内自然人 0.56% 7,968,400 0

伍玉龙 境内自然人 0.50% 7,185,200 0

华志娟 境内自然人 0.50% 7,112,700 0

朱龙清 境内自然人 0.48% 6,918,300 0

范祖康 境内自然人 0.48% 6,817,765 0

宗锡联 境内自然人 0.44% 6,269,150 0

顾昊雷 境内自然人 0.42% 6,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刘德群、刘晓庆为父女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自然人周珠林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968,4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

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259.7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75.08%；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133.3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了331.0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202.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99.42%。

1、互联网游戏

因原有游戏进入衰退期，相关游戏产品下线，导致报告期内游戏收入大

幅减少。报告期内，公司投入休闲类小游戏、网赚类游戏产品开发，目前有3款

游戏已进入测试阶段，预计下半年将正式上线运营。 其中休闲类小游戏《逆

天猫》已在苹果的appstore上线公测。

2、电竞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麦芽电竞” 品牌，拓展相关业务领域，重点发展电

竞教育业务， 主要包括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培训、 电子竞技青训及 “育苗计

划” 。 公司整合电竞资源，与电竞上下游企业和已经开设电竞专业的高校达

成合作，形成校企联动的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就业体系。 开展“育苗计划” ，结

合线下实训与线上课程培训，帮助青少年正确树立电子竞技价值观，帮助其

正确对待电子竞技游戏与电子竞技相关产品。

3、区块链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探索和拓展区块链技术的多重应用场景落地工作，

深化区块链技术在电竞业务中的应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竞斗云” 生态平

台运营良好。

4、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上海洛秀科技有限公司，快速切入智慧打印业务

产业链，通过B2B、B2C的业务模式向家庭、企业、商铺等客户提供相关产品销

售。

5、报告期内，为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

限公司51%股权，发展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LCOS光调制芯片及LCOS光学模

组等业务。

公司将形成移动互联网游戏相关业务和LCOS光调制芯片及LCOS光学

模组等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狮晟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

权；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诚逸信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洛秀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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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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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年8月3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侯郁波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80）。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深圳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销深圳分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注销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同意《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

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同意《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同意《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外部信

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同意《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6

2020年 8 月 1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