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333� � �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53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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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55,949,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9958%。 本次质押后，李广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数量为85,90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5.0819%，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222%。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广胜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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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

2017年9月14日，李广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6,000,000

股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 ）进行了期限为12个月的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9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9月14日。 2018

年9月14日和2019年9月12日，李广胜先生先后将上述交易业务与首创证券办理了延

期购回，购回交易日延期至2019年9月11日。（公告编号：临2019-057，临2018-055）。

2020年9月14日， 李广胜先生将上述交易业务与首创证券办理了延期购回，实

际购回日为2021年9月9日。

（2）新增质押

2020年9月14日， 李广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900,000

股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质权人为浙江农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到期

日为2021年9月2日。 截止2020年9月14日，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2.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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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胜 155,949,500 29.9958 79,000,000 85,900,000 55.0819 16.5222 0 0 0 0

李广元 145,550,500 27.9986 144,121,000 144,121,000 99.0179 27.7206 0 0 0 0

合计 301,500,000 57.9914 223,121,000 230,021,000 76.2922 44.2429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5,900,000股，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5.0819%，占公司总股本的16.5222%，对应融资余额28,100万

元。 目前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资金偿还能力，

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

红、投资收益、个人收入等。

2.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不会对

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稳定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变化。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769� � �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0-033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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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0年8月28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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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9:

15－9:25、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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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9:15一

15:00。

3、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集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赵野先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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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6人，代表股份132,675,

6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5396%，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21,265,5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96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1,

410,1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8432%。

（3）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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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348,1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33%。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

议并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2,675,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8,1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2,675,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8,1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洪晨晨、孔维维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2020-061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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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占2019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146.08%，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97.47%，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11%，敬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地产” ）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南山地产为其控股下属公

司福建南山纵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南山纵横” ）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的柒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

其另一股东福建旭熠实业有限公司就其所持福建南山纵横49%股份与南山地产签署

了质押反担保协议。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新增向下属控股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新增提供不超过90.43亿

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 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下属控股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额度

57.66�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控股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额度 32.77亿元。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福建南山纵横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

资产负债率为87%，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本次使用前剩余额度 本次使用 剩余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 下属控股公司

≥70% 57.66 52.135 7 45.135

＜70% 32.77 30.970 0 30.970

合计 90.43 83.105 7 76.105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为福建南山纵横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7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南山纵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10月22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曙光路132号申发大厦22层05、06、09办

公

法定代表人：秦黎平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

物业管理；物业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山地产通过全资下属公司武汉盘龙南山

房地产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51%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47,157.09万元，负债总额为127,234.00

万元，净资产为19,923.09万元。 2019年1-12月，公司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76.

91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53,148.34万元，负债总额为133,476.55万

元，净资产为19,671.79万元。 2020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251.31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南山纵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最高额：人民币柒亿元整。

2.保证范围：最高主债权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122.87亿元（含本次担

保），占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6.08%，包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以及

公司或子公司对参资公司发生的担保，主要系为宝湾物流、地产及产城项目的经营

及开发需求发生的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余额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11%。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13� � � �证券简称：东易日盛 公告编号：2020-082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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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IT产业园C3B座

东易大厦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272,361,7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919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72,357,7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9187％；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10％。

2、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名， 代表公司股份4,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0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上海澄明则正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357,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667％；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33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聂瑜、张庆洋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383� � � �证券简称：顶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0-046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暨减持比例达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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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

上非第一大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 ）持有股份25,754,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31%。

● 减持计划基本情况

2020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金石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未来六个月通过证

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95,

000股。 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不超3,365,000股，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贵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不超过6,730,000股， 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

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9月14日,公司收到金石投资的通知，截至通知发出之日，金石投资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已减持公司股份1,68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减持计划实施时

间过半，且其减持比例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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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5,754,400 15.31%

IPO前取得：13,1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614,400股

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公司于2018年6月、2020年6月分别实施2017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通过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金

石投资股份共计增加12,614,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暨减持比例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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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投资 1,682,700 1.00%

2020/6/15� ～

2020/9/14

集中竞价

交易

39.65�

-60.00

70,495,178.01 24,071,700 14.3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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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述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金石投资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金石投资在减持计划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

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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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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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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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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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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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近

日接到公司股东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族控股” )及高云峰先生的

告知函，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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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峰 是 8,200,000 8.51% 0.77% 2020.09.01 2020.09.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区支行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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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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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大族控

股

是 10,400,000 6.42% 0.97% 否 否 2020.9.10 2021.9.13

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支付货

款

大族控

股

是 9,000,000 5.55% 0.84% 否 否 2020.9.11 2021.9.16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高新园支

行

归还借

款

合计 19,400,000 11.97% 1.82%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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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质押股份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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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峰 96,319,535 9.03% 90,490,000 82,290,000 85.43% 7.71% 0 0% 0 0%

大族控股 162,054,566 15.19% 95,840,000 115,240,000 71.11% 10.80% 0 0% 0 0%

合计 258,374,101 24.22% 186,330,000 197,530,000 76.45% 18.51%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大族控股融资担保，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

关需求。

2.�大族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759万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23.2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52%；高云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2,899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0.1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72%；对应融资

余额人民币147,200万元。

大族控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7,237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33.2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81%；高云峰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为8,229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85.4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71%；对应融资余

额人民币267,000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销售回款，物业租赁收入以及融资，具有充足的资

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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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

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

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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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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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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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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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至2020年9月14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19号公司一楼讲学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蕴韶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6人，代表股份310,685,14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5.4197％。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305,569,87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8365％。 具体如下：

股东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代表：卢凯旋先生，代表公司股份132,609,088股

股东广州生物工程中心代表：吴翠玲女士，代表公司股份119,611,880股

股东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代表：张斌先生，代表公司股份387,420股

股东、公司董事：周新宇先生，代表公司股份10,702,117股

股东、公司董事：何蕴韶先生，代表公司股份14,479,379股

股东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洪祎檀女士，代表公司股份1,000股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0人，代表股份5,115,274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58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共42人，代表股份5,542,4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3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51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3％；反

对157,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8％；弃权15,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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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369,32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767％；反对157,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8460％；弃权15,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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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韩思明先生、陈志松先生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达安基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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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载有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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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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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本决议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8月28日以公

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30-11：30，下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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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于2020年9月14日

（星期一）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174,848,

5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083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股份174,848,5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083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中小投资者共1人，所持股份545,9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39%。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任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俞建华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848,5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本议案

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45,9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 %；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848,5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45,9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 %；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

以上议案1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 议案2由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8月28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思美

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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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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