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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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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０日在公司１６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鉴于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召开的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全体新任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
其中董
事会会议提前通知的时限规定。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人数９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９人（
事陈永坚先生、何汉明先生、廖仲敏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通讯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
殷红梅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会议选举殷红梅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会议选举陈永坚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经逐项表决，会议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战略委员会
选举尹祥先生、陈永坚先生、殷红梅女士、何汉明先生、熊少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成员，尹祥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２）审计委员会
选举廖仲敏先生（
独立董事）、陈秋雄先生（
独立董事）、周林彬先生（
独立董事）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廖仲敏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３）提名委员会
选举陈秋雄先生、周林彬先生、廖仲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陈秋雄
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选举周林彬先生、陈秋雄先生、廖仲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周林彬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了《
会议同意聘任尹祥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经逐项表决，会议同意以下公司副总裁的聘任，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１）聘任熊少强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２）聘任章海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３）聘任徐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４）聘任卢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５）聘任杨庭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６）聘任谢丹颖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７）聘任郭娟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杨庭宇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于２０１８年３月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党委
副书记职务，其离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至今未满三年。由于工作调整，基于杨庭宇先生具备胜
任职务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 会议同意聘任杨庭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杨庭宇先生自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２日至本公告日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文件。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６．审议通过了《
会议同意聘任卢志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７．审议通过了《
会议同意聘任谢丹颖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８．审议通过了《
会议同意聘任黄首跃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９．审议通过了《
会议同意聘任李瑛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
公司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刊登在 《
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０９１）。公司副总裁章海生先生、副总裁徐中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卢志刚先生、副总裁杨
庭宇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谢丹颖女士、副总裁郭娟女士、审计部负责人黄首跃先生、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券事务代表李瑛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刊登于 《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６）。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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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5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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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０日在公司１６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鉴于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召开的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全体新任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
前通知的时限规定。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人数３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３人（
其中，邱建杭先生
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通讯表决）。会议由公司监事邱建杭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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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邱建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邱建杭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刊登在《
中国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
证券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２）。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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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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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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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星期五）１４：３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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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２０日９：１５－１５：００。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１８号公司１６楼会议室。
３、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
６、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６人， 代表股份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３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８９．２１０３％。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４人，代表股份４９４，９４９，１００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８９．０１９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２人， 代表股份１，０６０，０６３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９０７％。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３人， 代表股份１，６０９，１６３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２８９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市君合（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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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
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１．１选举殷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选举熊少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选举李丽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０９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０９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９９．９９５６％。
１．４选举陈永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０７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０７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９９．９９４４％。
１．５选举何汉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０９５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０９５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９９．９９５８％。
１．６选举尹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３９１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３９１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１４２％。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殷红梅女士、熊少强先生、李
丽芳女士、陈永坚先生、何汉明先生、尹祥先生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２．１选举周林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１６８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３％。
２．２选举陈秋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５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１５８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９９．９９９７％。
２．３选举廖仲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周林彬先生、陈秋雄先生、廖
仲敏先生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
格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殷红梅女士、熊少强先生、李丽芳女士、陈永坚先生、何汉明先生、尹
祥先生、周林彬先生、陈秋雄先生、廖仲敏先生组成，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３．１选举邱建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５，９１２，６６６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９９．９８０５％。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５１２，６６６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９４．００３３％。
３．２选举梁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０６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６０９，０６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９９．９９３８％。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表决结果：邱建杭先生、梁文华先生均获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上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经公司第六届一次工代会暨职代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监事沈丽圆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４．《
总表决情况：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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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６０９，１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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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９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总表决情况：同意４９６，００９，１６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６０９，１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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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２／３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
广州）律师事务所叶坚鑫律师、苏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
２、北京市君合（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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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９８
债券代码：１０１８０１３９８

非累积投票提案
投票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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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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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表决
结果

类别
整体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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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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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通过

中小投资
者

同意
股数

反对

比例

股数

弃权
比例

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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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３，９９１，８９４
２２８２％

０．７７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５，７７８ ４０．０４０７％ ３，９９１，８９４

５９．９５９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９．
３，９９１，８９４
２２８２％

０．７７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５，７７８ ４０．０４０７％ ３，９９１，８９４

５９．９５９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９．
３，９９１，８９４
２２８２％

０．７７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５，７７８ ４０．０４０７％ ３，９９１，８９４

５９．９５９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３，２１７，
１１９

５１３，２１７，
１１９

５１３，２１７，
１１９

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形，上述议案经出席
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廖青云律师、达代炎律师
公司法》、《
股东大会
３、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７２
债券简称：１８兴蓉环境ＭＴＮ００１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２０２０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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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
债券简
称：１８兴蓉环境ＭＴＮ００１，债券代码：１０１８０１３９８）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
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
一）发行人：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二）债券名称：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
三）债券简称：１８兴蓉环境ＭＴＮ００１。
（
四）债券代码：１０１８０１３９８。
（
五）发行总额：５亿元。
（
六）本计息期债券利率：４．１０％。
（
七）付息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因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资金由发行人在规
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
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３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
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提案
提案名称
编码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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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了２０２０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
ｗｗｗ．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３）。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召开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４）、《
第五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１５）。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决议》
，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公司监事会收到《
召开的第六届一次工代会暨职代会选举沈丽圆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２０２０－１１２）。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
一）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陈永坚先生（
副董事长）、熊少强先生、李丽芳女士、
１、非独立董事：殷红梅女士（
何汉明先生、尹祥先生。
２、独立董事：周林彬先生、陈秋雄先生、廖仲敏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２０２０－０９１）。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
主任委员）、陈永坚先生、殷红梅女士、何汉明先生、熊少强先
１、战略委员会：尹祥先生（
生。
主任委员）、陈秋雄先生、周林彬先生。
２、审计委员会：廖仲敏先生（
主任委员）、周林彬先生、廖仲敏先生。
３、提名委员会：陈秋雄先生（
主任委员）、陈秋雄先生、廖仲敏先生。
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周林彬先生（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梁文华先生。
１、非职工代表监事：邱建杭先生（
２、职工代表监事：沈丽圆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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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中国证券
公司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刊登在《
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２）、《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１２）。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情况
１、总裁：尹祥先生。
高级副总裁）、章海生先生、徐中先生、卢志刚先生、杨庭宇先生、
２、副总裁：熊少强先生（
谢丹颖女士、郭娟女士。
３、董事会秘书：卢志刚先生。
４、财务负责人：谢丹颖女士。
５、审计部负责人：黄首跃先生。
６、证券事务代表：李瑛女士。
杨庭宇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于２０１８年３月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党委
副书记职务，其离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至今未满三年。由于工作调整，基于杨庭宇先生具备胜
任职务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公司董事会聘任杨庭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杨庭宇先生自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２日至本公告日未买卖公司股票。
中国证
总裁尹祥先生、高级副总裁熊少强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刊登在《
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１）。公司副总裁章海生先生、徐中先生、杨庭宇先生、郭娟女士、副
的公告》（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卢志刚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谢丹颖女士、审计部负责人黄首跃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李瑛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秘书卢志刚先生的任职资格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董事会秘书卢志刚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李瑛女士均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６２８８；
传真：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３８０９；
电子邮箱：ｂｏｄｏｆｆｉｃｅ＠ｆｓｇａｓ．ｃｏｍ、ｌｉｙｉｎｇ＠ｆｓｇａｓ．ｃｏｍ；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１８号。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１、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雷炳钦先生、邓敬荣先生，独立董事张建军先生、王晓东先
生、单苏建先生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其他职务。雷炳钦先生、邓敬荣先生、张建军先生、王晓东先生、单苏建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
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雷炳钦先生、邓敬荣先生、张建军先生、王晓东先生、单苏建先生担任公
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２、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总裁黄一村先生、高级副总裁殷红梅女士任期届满，在本次换届选举后，黄一村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仍在公司担任技术顾问职务，殷红梅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职务，在公司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截至本公告日，黄一村先生持有公司４７，５００股股
份，殷红梅女士持有公司８０，０００股股份，其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
对所持股份进行管理。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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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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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
星期五）下午１４：５０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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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０日上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上午９：１５
至下午１５：００的任意时间。
（
３）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
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集团第一会议室（
阳体育中心东侧路甲５１８号Ａ座）
（
５）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６）主持人：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不能主持本次会议。根据
《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余欣
阳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会议出席情况
（
１）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含代理人）１５名，代表股份５１７，２０９，０１３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５９．４９３５％。
（
２）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含代理人）５名，代表股份５１２，５１６，０５７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５８．９５３７％。
（
网络投票情况
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１０名， 代表股份４，６９２，９５６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５３９８％。
（
４）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含代理人）１３名，代表股份６，６５７，６７２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０．７６５８％。
（
５）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６）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廖青云律师、达代炎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对黄一村先生、殷红梅女士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简历：
１．章海生，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６月出生，本科学历，燃气高级工程师，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２年，就
职于汕头市燃气建设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２年， 历任公司安全主管、 安全技术部副经理、经
理、安全总监、总经理助理；２０１７年至今，兼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１９年至
今，兼任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２０年至今，兼任公司党委委员、佛山市顺德
蓝宇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２年至今，任公司副总
裁。
章海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章海生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章海生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
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徐中，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８年７月出生，硕士学历，会计师。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就职于湖南省
广播设备厂、 广东省太阳神集团；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 任长沙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历任百江西南燃气有限公司、南京百江燃气有限公司、杭州百江燃气有限公
司等公司财务总监；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 任萍乡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兼
任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９年至今，兼任公司禅城燃气分公司总经
理；２０２０年至今，兼任佛山市禅城燃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佛山市华兆能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佛山市华粤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华翌（
广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华吉（
广东）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２０１４年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徐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徐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经核查，徐中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３．卢志刚，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３年９月出生，硕士，工程师、经济师。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６年，就职于佛
山市开关厂、佛山市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新达电讯器材有限公司、广东联邦家私集
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 历任佛山市气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 经理；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年，兼任佛山市华兆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２０１３年至今，兼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１５年至今，兼任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１８年至今，兼任广东
中研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华骐能能源有限公司董事、
浏阳中蓝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２０２０年至今，兼任佛
山市顺德蓝宇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２００９年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２０１９年至今，任公司副
总裁。卢志刚先生已获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卢志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卢志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卢志刚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４．杨庭宇，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２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４年，就职于
佛山市政设计研究院、佛山市镇安净水厂、佛山市建设交通资产管理公司、佛山市公盈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 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４年，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委员；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先后兼任佛山
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三水三燃乐平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雄市佛燃天然气
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兼任恩平市佛燃天
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 兼任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７年，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２０１５年至今，兼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任公司党
委副书记。
杨庭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杨庭宇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杨庭宇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
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５．谢丹颖，女，中国国籍，１９７０年４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具有证券从业资格，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９年，就职于
佛山市乡镇企业总公司、佛山市审计事务所、佛山市大诚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历任
公司审计部部长、财务管理部部长；２０１７年至今，兼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监事；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４年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谢丹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谢丹颖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谢丹颖女士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６．郭娟，女，中国国籍，１９７５年４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高级政工师。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历
任佛山市工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佛山市公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办副
主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资源部经理、佛山市气业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发展部经理；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７年，任佛山市汽车燃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７年，兼任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职工监事；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兼任佛山市华
顺力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２０２０年，兼任佛山市气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兼任佛山市华顺能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历任佛山市三水华聚
能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２０１７年至今，兼任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纪委委
员；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历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郭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郭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郭娟女士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担任纪委委员职务， 除此之外，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
联关系。经核查，郭娟女士不存在《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７．黄首跃，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７年８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信用管理师、经济师。２０００年－２００
８年，就职于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
历任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会计主管、财务部副经理、经理；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任公司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２０１６年至今，任公司审计部部长；２０１７年至今，任公司纪委委员。
黄首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黄首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黄首跃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公司法》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８．李瑛，女，中国国籍，１９８２年８月出生，本科学历。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５年任职于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江南道中路营业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在佛山市气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资产管理；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２０１９年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李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李瑛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
联关系。经核查，李瑛女士不存在《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因
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
一）发行人：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诗苑；
联系方式：０２８－８５２９３３００－８２３２。
（
二）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阳阳；
联系方式：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０９９。
（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逸钊；
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７５９４０７５。
（
四）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
联系方式：０２１－２３１９８７０８。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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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控股股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拟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６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增持总数不低于１１５，０００股。
●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
化， 或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原因，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
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披露。
现将本次增持计划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
一）增持主体名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荆世平先生；董事、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荆京平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夏琛女士；董事，副总经理齐军先
生；董事朱小华女士；副总经理荆江先生；财务总监吴之星先生。
（
二）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日，荆世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４６，４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１２６，６４９，５１０股的３６．６４％；荆京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数为５，５９４，４０６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４２％；夏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６，１５３，８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８６％；齐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９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０．７１％； 朱小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２７０，０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１％；荆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１，６１２，７５５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２７％；吴之星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３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２４％。
（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１２个月内未有已披露的增持计划；
（
四）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６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一）增持股份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二）增持股份种类：公司Ａ股股份。
（
三）增持股份数量：总计不低于１１５，０００股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１

荆世平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不低于２０，０００

２

荆京平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不低于２０，０００

３

夏琛

董事、副总经理

不低于５０，０００

４

齐军

董事、副总经理

不低于５，０００

股票代码：００２３５４
债券代码：１１２４９６

股票简称：*ＳＴ天娱
债券简称：１７天神０１

计划增持股数（
股）

５

朱小华

董事

不低于５，０００

６

荆江

副总经理

不低于１０，０００

７

吴之星

财务总监

不低于５，０００

（
四）增持股份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该期间内如遇法律法规规定
（
五）增持实施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６个月内（
的限制买卖期间、公司停牌期间或法律法规等规则限定的交易期间，相应截止时间
顺延）。
六）增持资金安排：自有或自筹资金。
（
（
七）增持股份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或因增持股份所需
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其他原因所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
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说明
（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
二）本次增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四）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时，增持人将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
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
五）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增持主体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编号：２０２０一１１０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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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终止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公司”）的重整程序。目前公司已进入《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作
正有序推进。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在“
信息网”（
公告》，公告法院受理重整、指定管理人、债权
ｈｔｔｐ：／／ｐｃｃｚ．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发布《
申报等相关事项。
２、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作出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
业的批复， 并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作出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
业事务的决定书。
３、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上午９时３０分以网络在线视频方式
召开，具体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ｃｎ）的《
４、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９：３０召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情况的公告》。
大连天神
５、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下午１５：００召开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
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情况详见公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重整计划（
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出资人组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公司管理人向辽宁
６、根据《
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作出了（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
２０２０）辽０２破５－２号《
整计划。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ｃｏｍ．ｃｎ）的《
二、《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因《
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准，公司已进入《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正在法
院、管理人的监督、指导下，根据《
重整计划》等相关规定执行《
重整计划》。
根据《
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目前公司已就转增
股本事宜启动了相关材料准备工作。
三、风险提示
法院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１３．２．１条第（
十一）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特
别处理，股票简称仍为“
＊ＳＴ天娱”。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且裁定批准了《
重整计划》。若公司顺利完成
《
重整计划》执行，将有助于公司化解巨额债务，改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性，维
持上市地位，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若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
重整
计划》，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
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４．４．１ 条第
（
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
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