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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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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9月

14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锡娟女士主持，应出席

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参与表决人

数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泰凌医药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泰凌医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凌国际” ）为满足其经营资金需求，拟向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5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流动资金

贷款。同意公司就前述贷款以存单及保证金为泰凌国际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并授权

公司总裁及总裁书面授权之人士在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450万美元的范围内， 签署相关协议

并办理相关担保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泰凌

医药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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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泰凌医药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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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泰凌医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凌国际”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拟担保金额为不超过450万美元或

等额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康辰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辰” ）的全资子公司泰凌国际

的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资金需求，泰凌国际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5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就前述贷款以存单及保证金为泰凌国际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一

年，并授权公司总裁及总裁书面授权之人士在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450万美元的范围内，签署

相关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事宜。

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泰凌医药国际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在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泰凌医药国际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T Pharma International Co., Ltd

注册地址

28floor ,the Wellington ,198Wellington Street,Sheung Wan , Hong Kong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

股权关系 上海康辰为泰凌国际的唯一股东

泰凌国际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港币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0,646,020 1,110,470,469

负债总额

218,687,280 218,411,314

银行贷款总额

188,188,210 215,011,080

流动负债总额

30,499,070 2,500,234

净资产

891,958,740 892,059,155

项目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00,000 14,494,358

净利润

-1,942,125 -332,093,583

注：（1）2020年7月，泰凌国际已偿还银行贷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凌国际的银行贷款

余额为0。

（2）2020年7月，泰凌医药（海外）控股有限公司向泰凌国际出具《债务豁免声明函》，豁

免对泰凌国际的债务28,152,820.12港元。 截至2020年7月31日， 泰凌国际的流动负债余额为2,

346,249港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

目前，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辰持有泰凌国际100%股权。

根据各方的交易安排，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泰凌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泰凌

医药（亚洲）有限公司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康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辰生

物” ，即上海康辰的股东）进行增资，最终持有康辰生物增资后40%的股权，泰凌国际将变更为

公司的三级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泰凌国际提供担保的相关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具体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

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泰凌国际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资金需求，促进其业务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是公司为三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泰凌国际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总裁及总裁书面授权

之人士在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450万美元的范围内，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为泰凌国际向银行申请的额度不超过45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

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主要是为保证泰凌国际经营所需资金，有利于泰凌国际业务

的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被担保方为公司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为泰凌国际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不超过4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074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3%，均为对泰凌国际的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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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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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2020年3月21日），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工投” ）持有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0,088,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31%，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有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收到北京工投发来的《关于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减持

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工投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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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0,088,500 6.31% IPO

前取得：

10,088,5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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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北京工业

发展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3,200,000 2.00%

2020/4/14～

2020/9/14

集中

竞价

交易

39.88－

47.54

133,246,057.00

已完成

6,888,500 4.3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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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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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石园20号楼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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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18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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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4.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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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金史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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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王琨先生、董事孙兆荣先生、独立董事鲍航先生、独

立董事关东捷先生、独立董事寿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高冬冬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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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07,4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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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07,4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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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07,4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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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83,720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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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5,767,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5,767,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5,767,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5,767,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第1-3项议案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的议案，王琨、吴志雄、颜桢芳、刘杨及其他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如持有公司股票）为关联股东，回避了上述第1-3项议案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利国、孟文翔、刘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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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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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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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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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的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要求，针对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

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前六个月（即2020年2月28日至 2020年8月27日）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2020年8月31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除下表所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核查

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累计买入数量（股） 累计卖出数量（股）

1

王琨 董事、副总经理

0 107,000

查询对象王琨先生在其交易期间并未获知本次股权激励的任何信息。在其减持公司股票

前，公司已于2020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金桥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同时公司充分履行了交易进

展披露义务。王琨先生在自查期间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减持计划的承诺及自身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分析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方案

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

卖公司股票，因此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有

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本次激励

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

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未

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前6个月内，公司未发现核查对象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相关

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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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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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14日（周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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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午13:00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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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恭运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373,234,62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6.6543％。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

328,8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661％。

合计参加本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22人，代表股份378,563,47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7.3204％。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为12人， 代表股份14,869,25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5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00�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张恭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张恭运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09,030，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14,809，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

1.02�选举单既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单既强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09,029，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14,808，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

1.03�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张伟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378,509,029，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14,808，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

1.04�选举徐德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徐德辉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09,029，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14,808，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

1.05�选举王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王晓东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09,029，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14,808，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

1.06�选举姚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姚远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378,509,029，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14,808，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

2.00�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鲍荣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鲍荣军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49,371，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55,150，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

2.02�选举孙文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孙文刚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49,371，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55,150，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

2.03�选举王永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永国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78,549,371，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选举结果：当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14,855,150，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3.00�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8,395,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556％；反对16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4,701,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

98.8705％；反对16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1295％；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 %。

该议案获通过，柳胜军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00�审议《关于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78,560,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992％；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0.00%。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4,866,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

99.9785％；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215％；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郭恩颖、王智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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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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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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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0年9月3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0年9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恭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恭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恭运先生、徐德辉先生、张伟先生、鲍荣军先生、王永国先生组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张恭运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单既强先生、王永国先生、孙文刚先生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单

既强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姚远先生、鲍荣军先生、孙文刚先生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孙文

刚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晓东先生、鲍荣军先生、孙文刚先生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由王晓东先生担任薪酬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单既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张

伟先生、徐德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海涛先生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cninfo.com.cn）。

七、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孝本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详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倩倩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详见附件三）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单既强先生：

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2000年3月加入本公司，先后从事技术、管理等岗位，曾任

公司副总经理。市科技创业人才、橡胶模具及制造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曾任职

潍坊环太平洋通讯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单既强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247,8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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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伟先生：

大学专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2000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研发部部长、机床事业部部

长、模具事业部部长，曾负责精铸铝模具项目部和研发中心，现在主要负责模具相关业务的管

理工作。全国模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传统产业创新类），荣获 “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8年中国产学研工匠精神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 等荣誉。曾任职于高密锻压机床厂，潍坊环太平洋通信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伟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219,4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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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德辉先生：

2005年3月加入本公司，先后从事生产、管理等工作，历任轮胎模具业务车间主管、生产部

长、事业部长、总经理助理等岗位。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大型零部件加工和铸造

项目的管理工作，是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徐德辉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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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静女士：

1988年1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注册会计师。2013年7月至2015年6月

就职于人力资源部，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就职于证券部，2016年3月至2018年3月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5年11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十

四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李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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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李静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6-2361002

传 真：0536-2361536

电子邮箱：himile_zqb@himile.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 证券部

邮政编码：261500

刘海涛先生：

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非执业注册会计师。2006年

至2008年，就职于山东豪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2009年至2015年，就职于山东豪迈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2012年起任部长；2015年至2016年就职于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任部长；2017年起就职于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海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17,6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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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附件二：

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张孝本先生：

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07年至2008年就职于上海豪迈模

具有限公司， 任财务主管；2009年-2010年就职于山东豪迈气门嘴有限公司， 任财务总监、董

事；2011年就职于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任财务部部长。2012年1月就职于豪迈科技，

2012年3月起任豪迈科技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张孝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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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附件三：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倩倩女士：

1987年3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会计硕士。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就职于公司统计

科，2017年8月至今就职于证券部。2017年10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十六期上市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赵倩倩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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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的规

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赵倩倩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6-2361002

传 真：0536-2361536

电子邮箱：himile_zqb@himile.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 证券部

邮政编码：261500

证券代码：002595� � � �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9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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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0年9月3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0年9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柳胜军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柳胜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人员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按照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有两名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5333� � � �证券简称：沪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0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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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沪光路388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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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9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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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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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成三

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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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成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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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02,900 99.9997 1,000 0.0003 0 0

2、议案名称：《关于拟在昆山市张浦镇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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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02,900 99.9997 1,000 0.0003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代侃、周道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网络投票细则》《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5006� � � �证券简称：山东玻纤 公告编号：2020-005

山东玻纤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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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9月10日、2020年9月

11日、2020年9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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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股票静态市盈率为36.84，动态市盈率为43.49，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9月10日、2020年9月11日、2020年9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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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

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

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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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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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0�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公司股票静态市盈率为36.84，动态市盈率为43.49，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制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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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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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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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五、上网披露文件

（一）控股股东的书面回函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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