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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下
简称“
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孙锋峰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
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俞丰先生因工作重心调整原因，请求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经公司持股３％
以上股东杭州富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名， 公司拟补选俞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其任期自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止。本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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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候选人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第二个可行权期间股票期
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
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３４名激励对象持有的２，４２１，６５０份
股票期权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
公司董事倪永华、金佳彦、俞丰属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在审议本
议案时已回避表决，其余６名董事参与了表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关于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第二个可行权期间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
证券时报》、《
中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国证券报》。
本议案赞成票６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
会议拟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召开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
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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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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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下
简称“
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在
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丹主持，经参加
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第二个可行权期间股票期
权的议案》。本议案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此项决议通过。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由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
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
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２０２０－０６6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俞丰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重心调整原因，俞丰先生请求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俞丰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０００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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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９日在公司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４日以送达、
短信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在保障所
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应参加表
决的董事９人，实际参加表决９人，其中公司董事陆震虹女士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
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宏满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式书面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对其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下称“
郎利生物”）为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下称
“
泰复制药”）的子公司。为充分发挥投资各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扩大郎利生物原料
药的研发和生产规模，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复制药与安徽东庚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郎利生物增资扩股协议》。
本次增资的具体事项请详见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披露的《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９）。
同意票９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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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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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以下简称“
泰复制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２０１９年
１、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关于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
６月１１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司与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 新设合
资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名称为“
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下称“
郎利生物”），新
设登记的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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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依法规范运作，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俞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结束，
补选公司董事候选人后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俞丰先生在董事会任职期间勤勉
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持股３％以上股东杭州富阳投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
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名俞伟先生（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俞
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其任期自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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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俞伟先生的简历：
１９８１年９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北京
信息工程学院学校。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曾任职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地税局及
其下属分局和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历任干部、副所长、分局副局长职务，２０１６年
６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曾任职杭州市富阳区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 历任主任职
务， 期间借调国家发改委从事金融工作一年。２０１９年８月加入杭州富阳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现任杭州富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俞伟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俞伟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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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俞伟先生与持有公司
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不
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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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
第二个可行权期间股票期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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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第二个可
行权期间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３４名激励对象持有的２，４２１，６５０份
股票期权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关
１、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草案）〉及其
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摘要的议案》、《
关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浙
２、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草案）〉及其摘
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要的议案》、《
关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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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关于核实〈
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时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２０日在对名单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公
示情况出具了意见。
关于浙
３、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公司２０１７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草案）〉及其摘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要的议案》、《
关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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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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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
关规定。
关于确认公
５、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司已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和激励计划安排有关差异情况的议案》、《
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 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事宜是在
激励计划规定的、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确定和实施，与激励计划安排存在的差
异合理且不影响该次授予的合法有效性。
６、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
以及注销部分期权、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的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调
７、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整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以及注销部分期权、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８、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的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注销部分期权、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注销部分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９、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期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１０、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权的第二个可行权期间股票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一０１８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十次（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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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２１００万元

３５％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９００万元

６５％

２、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郎利生物６５％股权转
让给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东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郎
利生物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２１００万元

３５％

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万元

４０％

上海东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万元

２５％

３、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上海东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郎利生物全部股权
转让给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郎利生物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万元

３５％

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万元

４０％

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万元

２５％

４、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十次董事会，以９票同意、无反对和弃权
票，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对其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与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雪郎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协议》。协议约定：
郎利生物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增至１亿元。其中，淮南泰复制药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对郎利生物增资，占郎利生物增资后总股本的５１％。
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
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６、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
一）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金漴路６号
企业类型：股份责任公司（
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１日
法定代表人：李云政
注册资本：１６２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苹果酸及其盐、香兰素及其原料衍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生物降
解材料（
ＰＢＳ淀粉复合物）研发、生产、销售；顺酐、富马酸、 Ｌ－天冬氨酸、ＤＨＡ、 尿囊
素研发、生产、销售；乙酰丙酸，丙酮酸的研发、生产、销售；葡醛内酯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蒸汽生产、销售；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易燃易爆品）、添加剂贸易；生物化工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以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１

期权的议案》。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
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３４名激励对象持有的２，４２１，６５０份
股票期权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２０１７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公
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符合 《
公司
草案）及其摘要》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
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
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以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
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经核查，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
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
效，且流程合规。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注销已
经履行相应批准程序，本次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依据和数量均符合
《
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及《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
定。
七、备查文件
１、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注销２０１７年已到期未行
权的第二个可行权期间股票期权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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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
周
二） 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会议事项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
１、股东大会届次：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
星期二）下午１４时。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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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８日上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上午９：１５ 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下午１５：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进行投票表决。
（
２）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
３）根据《
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坚决打赢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的通知》，鼓励投资者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
６、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
７、出席对象：
（
１）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下午１５：００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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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８、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公园西路１１８１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４０３００６６２９３４１３６Ｂ
该公司主要股东李云政、方习培、张春辉、方家健共同控制公司，共同为公司实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际控制人。该公司及其共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
（
二）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明珠路９９号紫阳大厦２０层２０１０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小玲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化工科技、环保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技术开发；医药信息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环保工程施工；化工产品及原料（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环保设备、机械设备的错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４０３１１ＭＡ２Ｕ３ＣＹ８９７
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康小玲，均不存在“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增资的标的公司
（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经济开发区金浍路１号
法定代表人：彭介荣
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元
营业期限：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到２０４９年６月１７日
经营范围：原料药、化学中间体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上不含危险
化学品、不含放射性物品、不含易燃易爆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４０３１１ＭＡ２ＴＴＴＤ２３Ｊ。
（
二）郎利生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总资产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４７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４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２０２０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７１，８３９，３７８．７０

３０６．５２

净资产

４６，６８９，５７０．８３

２０，８４３，４１９．５４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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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重庆万里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由重庆证监局指导，重庆上市公司
协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
重庆辖区
星期四）１５：００－
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１６：３０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ｈｔｔｐ：／／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参
与本次活动。 届时，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
形式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２０１９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０５１，８７６．５２

利润总额

－４，２４３，８３９．５３

－２０８，７７３．９４

净利润

－４，１５３，８４８．７１

－１５６，５８０．４６

以上财务数据业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
三）本次增资方式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
关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００

√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
１）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本人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复印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进行登记。
（
复印
３）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
复
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登记。
（
４）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
当地邮戳日期为准。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２、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３、登记地点：浙江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公园西路１１８１号公司证券部。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六、 其他事项
１、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２、联系方式
联系人：倪永华
电话：０５７１－６３１３３９２０
传真：０５７１－６３１０２４８８
联系地址：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１１８１号
邮编：３１１４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２４８８，投票简称：金固投票
２、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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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８日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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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８日上午９：１５，结束时间为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下午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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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交所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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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召开的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
议议案的表决权。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反对

弃权

－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
关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说明：
１、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２、授权委
托书下载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
单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根据《
郎利生物增资扩股协议》，郎利生物本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６０００
万元增至１亿元。其中，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以现金３０００万元对郎利生物增资；安
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１０００万元对郎利生物增资；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四、本次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甲方投入资金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对郎利生物进行增资。
２、乙方投入资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对郎利生物进行增资。
３、丙方同意上述安排。
４、增资前后郎利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增资前
股东名称

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
万
持股比例
元）

认缴注册资本（
万
持股比例
元）

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３５％

５１００

５１％

安徽东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２５％

２５００

２５％

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

４０％

２４００

２４％

合计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甲、乙方以货币的方式对郎利生物增资并获得郎利生物相应的股权，增资协
议正式生效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甲、乙方增资款在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付清。
６、违约责任。在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若甲、乙双方中的任一方全额支付增资款，
则另一方需向郎利生物支付尚未实缴增资款项的利息（
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为标准，按日计息，从支付方增资款全额到账的第二日开始计算，至另一方全部增
资款到位之日止）。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仍未付清增资款，则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
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在充分发挥投资各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扩大郎利生
物原料药的研发和生产规模，以进一步拓展公司医药产业链的外延式发展，提升公
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水平。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为技术风险、 政策风险及未来市场风险。本
次增资扩股完成后，郎利生物将成为泰复制药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上述投资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不存在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２、交易各方签署的《
３、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及２０２０年１－１０月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一０３８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分立的进展公告

五、其他
公司将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参加本次新产品发布会，欢迎广大投资者届
时莅临考察、指导。
需现场参加活动的投资者请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１３：
００－１６：００），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本次现场参加发
布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联系人：师恩战、张静静
电话：０５３５－８９３８５２０
传真：０５３５－２７３０７２６
邮箱：ｓｈｕａｎｇｔａｓｈｉｐｉｎ＠ｓｏｈｕ．ｃｏｍ。
为使广大投资者有更多机会参与，本次发布会还将进行现场直播，投资者
可直接扫描以下二维码观看。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５２

２０，８４３，７２６．０６

负债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４９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１８，５２８，９４９．５３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植物蛋白肉新品发布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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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双塔食品”或“
公司”）将于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２６日在北京召开植物蛋白肉新品发布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新产品发布会安排
１、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下午１４：００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一号）
２、召开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
二、参与发布会的新产品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主要为豌豆蛋白植物肉系列产品，具体如下：Ｑ弹蛋白牛
肉丸、Ｑ弹缤纷蛋白丸、醇香蛋白牛肉饼、馥郁浓香蛋白猪肉饼、香酥蛋白鸡块、
黄金蛋白鸡排、香嫩蛋白里脊、鲜香蛋白火腿、鲜香蛋白香肠等系列豌豆蛋白植
物肉产品。
三、 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豌豆蛋白植物肉系列新产品是由公司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新产品的
推出，标志着公司将由豌豆蛋白原料供应商向植物蛋白肉品牌商发展，将进一
步延伸公司下游产业链，丰富和优化产品结构，为公司未来在豌豆蛋白、豌豆蛋
白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豌豆蛋白、植物蛋白
肉领域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原动力。
四、风险提示
本次推出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消费者的认可、市场需求以及市场
开拓力度等因素，其市场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编号：２０２０－０６8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关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审议《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网（
ｈｔｔｐ：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发布的《
２０２０－０６４。
本议案将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其中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公司编号：２０２０一０３３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
重庆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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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促进上市公司完善
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在重庆证监局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
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公司、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重庆辖区上市公
司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１５：００－１６：３０时
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ｈｔｔｐ：／／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
进行“
一对多”形式的在线交流，回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
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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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
以下简称“
德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分别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赛集团”）存续分立的相关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告编
号为的“
２０２０－０２５”、“
２０２０－０３５”相关公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德赛集团通知，德赛集团分立为广东
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存续公司）和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的工商
变更手续已完成，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分别如下：
一、存续公司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１３００７３８５７５４３３Ｃ
名称：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
住所：惠州市云山西路１２号德赛大厦第２３层
法定代表人：姜捷
注册资本：４．９亿元
成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０４月２８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及销售：手机通讯设备、路由器、集成电路、安防监控
设备、传感器、工业自动化设备、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产品、视觉识别系统产
品、高端装备、新材料、ＬＥＤ全彩显示屏、家用电器、数字电视及机顶盒、各类数字
音视频编解码系统及设备、平板显示系统软件、节能环保产品、电子产品及其零
部件，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证券代码：００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５９

动）
二、新设公司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１３００ＭＡ５５ＫＦＰ５０１
名称：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
住所：惠州市下埔路２４号投资管理大厦第十层
法定代表人：梁伟华
注册资本：５．１亿元
成立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及销售：手机通讯设备、路由器、集成电路、安防监控
设备、传感器、工业自动化设备、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产品、视觉识别系统产
品、高端装备、新材料、ＬＥＤ全彩显示屏、家用电器、数字电视及机顶盒、各类数字
音视频编解码系统及设备、平板显示系统软件、节能环保产品、电子产品及其零
部件，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根据分立相关安排，德赛集团后续会将持有的公司４４．８０％股权中的２２．８５％
（
合计：４７，３４１，７９０股）过户给新设公司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德赛集团将根据上述事项的实施进展情况按时履行告知义务，公
司将根据德赛集团上述事项的实施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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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２０２０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
重庆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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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推动辖区上市公司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在重庆证监局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
重庆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星期四）下午１５：００－１６：３０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ｒｓ．ｐ５ｗ．ｎｅｔ）进入本公司互动平台参与
交流。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一对多”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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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促进上市公司完善
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在重庆证监局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
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
重庆辖区上
市公司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星期
四）１５：００－１６：３０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
ｃｏｍ）参与互动交流。
届时，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将参与本次活动，通过网
络在线交流形式，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一对多”形式的在线
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