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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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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0�月 29�日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郭永利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召开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根据公司

上述会议决议， 郭永利先生自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担任公司监事、 监事会主

席，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郭永利先生的简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1�月 23�日

郭永利先生的简历

郭永利，男，汉族，1964年7月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历任莱芜市副市长；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副

主任；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山东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2020年9月

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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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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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0�月 29�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冯艺东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于 2020�年 11�月 23�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公司上述会议决议：

李峰先生自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相关资格之日起正式履行公司董事、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冯艺东先生自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担任公司董事， 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李峰先生、冯艺东先生的简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23�日

李峰先生、冯艺东先生的简历

李峰，男，汉族，1971年12月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曾在山东经济学院、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历

任潍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潍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潍坊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山东省领导干部考试题库管理中心主任；诸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潍坊市政府党组成员；日照市

副市长；山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2020年9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

冯艺东，男，汉族，1972年7月生，理学博士，民盟盟员。历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部门总监；聊城市副

市长（挂职）；东营市副市长。2020年9月入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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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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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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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35,46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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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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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玮先生主持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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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9人，董事孟庆建先生、刘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会主席何振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晖女士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毕玉国先生、首席风险官李恒第先生、

合规总监亓兵先生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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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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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5,462,724 99.9998 6,000 0.000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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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5,463,724 99.9999 2,100 0.0000 2,9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李峰 4,835,921,381 96.0371 是

3.02 冯艺东 4,835,589,278 96.0305 是

4、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郭永利 4,950,468,227 98.3119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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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修订 《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细则》 的议

案

1,804,174,824 99.9997 2,100 0.0001 2,900 0.0002

3.01 李峰 1,604,632,481 88.9397

3.02 冯艺东 1,604,300,378 88.9213

4.01 郭永利 1,719,179,327 95.288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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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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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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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1月18日以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11月23日以通讯的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公司董事长吴明武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1622号)核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2,3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68,157,565.0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1

月27日全部到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430号）。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及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进度和支付安排，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本着遵循全体股东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的具体内容刊登于2020年11月2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2020-140）。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3、《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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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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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1月18日以电

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11月23日以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占正奉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的具体内容刊登于2020年11月2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2020-140）。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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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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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60,000万元；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22号)核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人民币2,3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

268,157,565.0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1月27日全部到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430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及归还情况

2020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保荐机构和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2020年11月20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2020-137）。

公司将在到期前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募集资金投资

1 公安县杨家厂镇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 181,572 130,000

2 年产220万吨高档包装纸板项目（三期） 132,134 100,000

总计 313,706 230,000

注：年产220万吨高档包装纸板项目（三期）即年产49万吨PM26银杉/红杉生产线项目。

2020年1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定年产220万吨高档包装纸板项目（三期）变更为山鹰纸业

（广东）有限公司“100万吨高档箱板纸扩建项目” 。新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鹰纸业（广

东）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江工业园。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已经2020年第一次“山鹰转债” 债券持有人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具体内容于2020年1月11日、2020年2月26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编号： 临2020-006、 临2020-007、临

2020-010、临2020-031和临2020-03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公司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募集资金投资

1 公安县杨家厂镇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 181,572 130,000

2 100万吨高档箱板纸扩建项目 259,556 100,000

总计 441,128 230,000

截至2020年11月20日，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69,162.11万元，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为87,800.8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进度和支付安排，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本着遵循全体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

约财务费用约人民币2,541万元（以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测算），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

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部分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0年11月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

表同意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要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山鹰国际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山鹰国际 股票代码：600567� � � �公告编号：临2020-141

债券简称：山鹰转债 债券代码：110047

债券简称：鹰19转债 债券代码：11006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境外首次上市

暨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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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3日及2020年2月25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所属企业Nordic� Paper� Holding� AB（以下

简称“北欧纸业” ）分拆至瑞典斯德哥尔摩Nasdaq� OMX交易所（以下简称“瑞典OMX交易所” ）上市等

相关议案。2020年10月22日，北欧纸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Nasdaq� OMX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NPAPER。上

述公告具体内容于2019年12月24日、2020年2月26日和2020年10月2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2019-117、临2020-032和临

2020-111）。

自北欧纸业上市日起30日内， 主承销商ABG� Sundal� Collier� AB作为稳定价格操作人已通过行使超额

配售权额外出售565,000股北欧纸业股份， 对应价款约24,295,000瑞典克朗， 相当于北欧纸业总股本约

0.84%。超额配售权行使完成后，公司通过SUTRIV� Holding� AB间接持有北欧纸业32,220,312股，占北欧纸

业总股本的48.16%，公司仍保有对北欧纸业的控制权。上述股份自北欧纸业上市之日起180天内不得转让。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0-088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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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号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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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7,138,56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89,333,67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7,80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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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5709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7016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5494

出席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9,106,968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41532

出席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665,966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2.58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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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本

次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李楚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适用于A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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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7人，其中执行董事刘菊妍女士、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吴长海先生、执

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张春波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民先生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雪贞女士出席了会议，本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监票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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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89,766 99.713954 2,536,807 0.285248 7,100 0.000798

H股 57,804,89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44,594,659 99.731411 2,536,807 0.267839 7,100 0.000750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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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96,866 99.714752 2,536,807 0.285248 0 0.000000

H股 57,804,89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44,601,759 99.732161 2,536,807 0.267839 0 0.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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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97,866 99.714864 2,535,807 0.285136 0 0.000000

H股 57,772,593 99.944122 0 0.000000 32,300 0.055878

普通股合计： 944,570,459 99.728856 2,535,807 0.267734 32,300 0.003410

4、议案名称：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有关问题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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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96,866 99.714752 2,536,807 0.285248 0 0.000000

H股 57,772,593 99.944122 0 0.000000 32,300 0.055878

普通股合计： 944,569,459 99.728751 2,536,807 0.267839 32,300 0.00341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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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96,866 99.714752 2,536,807 0.285248 0 0.000000

H股 57,772,593 99.944122 0 0.000000 32,300 0.055878

普通股合计： 944,569,459 99.728751 2,536,807 0.267839 32,300 0.0034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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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89,766 99.713954 2,536,807 0.285248 7,100 0.000798

H股 57,772,593 99.944122 0 0.000000 32,300 0.055878

普通股合计： 944,562,359 99.728001 2,536,807 0.267839 39,400 0.00416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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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89,766 99.713954 2,536,807 0.285248 7,100 0.000798

H股 57,772,593 99.944122 0 0.000000 32,300 0.055878

普通股合计： 944,562,359 99.728001 2,536,807 0.267839 39,400 0.004160

8、议案名称：关于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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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016,779 99.289705 6,316,894 0.710295 0 0.000000

H股 57,772,593 99.944122 0 0.000000 32,300 0.055878

普通股合计： 940,789,372 99.329645 6,316,894 0.666945 32,300 0.003410

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关于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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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790,074 99.289524 6,316,894 0.710476 0 0.000000

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关于分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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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49,665,96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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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变更的议

案

9,450,180 78.790324 2,536,807 21.150480 7,100 0.059196

2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9,457,280 78.849520 2,536,807 21.150480 0 0.000000

3

关于广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并上市方

案的议案

9,458,280 78.857857 2,535,807 21.142143 0 0.000000

4

关于广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上市

符合 《关于规范境

内上市公司所属企

业到境外上市有关

问题的通知》 的议

案

9,457,280 78.849520 2,536,807 21.150480 0 0.000000

5

关于公司维持独立

上市地位承诺的议

案

9,457,280 78.849520 2,536,807 21.150480 0 0.000000

6

关于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的说明与前景

的议案

9,450,180 78.790324 2,536,807 21.150480 7,100 0.059196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公

司分拆广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上

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9,450,180 78.790324 2,536,807 21.150480 7,100 0.059196

8

关于分拆广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上市仅向本公司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

额的议案

5,677,193 47.333265 6,316,894 52.666735 0 0.000000

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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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分拆广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上市仅向本公司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

额的议案

5,450,488 46.318612 6,316,894 53.681388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8、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

会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同意；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获得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同意。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见证情况

1、本次会议由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投票表决之监票人。

2、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子丰律师、吴晓婷律师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000715� � � �公告编号：ZXSY2020-59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ZXSY2020-40），公司股东杭州如山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如山”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或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6,48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56%）。

2020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杭州如山出具的《关于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股

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10月29日，杭州如山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公司于2020年10月3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ZXSY2020-54)。

2020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杭州如山出具的《关于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股

份比例达到1%的告知函》，2020年10月12日至2020年11月20日期间， 杭州如山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257,15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6%），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0.94%），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157,15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0月12日至2020年11月20日

股票简称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000715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15.72 1.00

合 计 415.72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2,514.54 6.05 2,098.82 5.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14.54 6.05 2,098.82 5.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0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ZXSY2020-40）， 杭州如山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

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484,900股 （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1.56%）。

杭州如山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

如山实际减持的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2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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