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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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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1月2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1月30日上午1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金轮蓝

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

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陆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董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

计信息，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同意公司对本次应收款项坏账4,985,329.04元进行核销。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核销坏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告的《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本坏账核销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因金轮针布的融资安排发生变动，为合理安排担保额度，同意公司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招商

银行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该事项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国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因金轮针布的融资安排发生变动，为合理安排担保额度，同意公司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国

银行海门支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该事项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

元敞口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

币4,000万元敞口授信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额度期限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的额度有效期为准，额度期限内森达装饰在兴业银行南通分行发生的所有融资业务均在保证担保

范围内。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该笔担保不收取任何费

用。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工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的人民

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该笔担保不收

取任何费用。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中信银行申请的人民币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

币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该笔担保不收

取任何费用。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信银行申请的人民币7,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7,

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该笔担保不收取任

何费用。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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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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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11月30日上午11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金轮蓝

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为现场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

由白勇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监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我们认真

核查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情况，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真实情况，不涉

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该核销坏账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

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应收款项坏账4,985,329.04元进行核销。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

核销坏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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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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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销坏账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要求，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

销案存的原则，拟对经营过程中长期挂账且追收无果、客户公司已注销以及小额应收账款催收成本大于应

收账款的部分应收款项进行清理，予以核销。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项目 款项性质 核销金额（元）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元）

计提比

例

核销原因

是否因关联

交易产生

应收账款

（共

247

家）

销售款

4,985,329.04 4,985,329.04 100%

无法收回 否

核销后，公司财务与销售部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备查账，继续全力追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坏账核销事项在董事会审议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于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因此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

影响。本次核销坏账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对本次应收款项坏账4,985,329.04元进行核销。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我们认真

核查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情况，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真实情况，不涉

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该核销坏账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

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应收款项坏账4,985,329.04元进行核销。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核销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真

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本次核销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同意该核销坏账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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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前期部分担保事项

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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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轮针布”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

人民币4,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19年8月12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国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金轮针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的

人民币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19年10月30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由于金轮针布的融资安排发生变动，为合理安排担保额度，公司决定取消上述前期审议通过的为金轮

针布提供的合计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

同时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

币4,000万元敞口授信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额度期限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的额度有效期为准，额度期限内森达装饰在兴业银行南通分行发生的所有融资业务均在保证担保

范围内。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的人民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

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7,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

以上担保事项已经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审议， 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对《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同意授权董事会自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批准公司对相关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为20亿元

人民币。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的范围内，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

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2,436.455797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宏兵

经营范围：梳理器材、纺织器材、纺织机械的生产、销售、安装、保养及其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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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针布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1,086.98 62,559.64

总负债

31,117.95 33,071.79

净资产

29,969.03 29,487.8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2,313.07 32,503.05

净利润

5,246.13 4,240.33

2、公司全称：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5,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春辉

经营范围：不锈钢发纹板、不锈钢制品（压力容器除外）制造、加工、销售；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黑色金属材料、塑料制品、建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配件批发、零售；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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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达装饰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4,218.86 105,270.19

总负债

54,494.49 60,580.39

净资产

39,724.37 44,689.80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68,303.50 114,705.74

净利润

6,769.35 4,965.44

三、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为森达装饰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敞口授信提供最高

额担保，保证额度期限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额度有效期为准，额

度期限内森达装饰在兴业银行南通分行发生的所有融资业务均在保证担保范围内，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该笔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为金轮针布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的人民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

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该笔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森达装饰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

币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该笔担保不收

取任何费用；为金轮针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7,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30日，该笔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且全资子公司的贷款为日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需要。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审议前，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170,340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89.58%。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为178,340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3.79%。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183� � �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0-072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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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公司股份18,644,8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的股东吴其超，拟在减持计划公告后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持有公司股份18,

644,8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的股东黄春生，拟在减持计划公告后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以上减持方式中其中集中竞价交易的将于本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至2020年12月31日内进行，大宗交易、协议转让交易的将于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至2020年12月31日内进行。减持计划结束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

● 截止2020年11月29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吴其超、黄春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截止2020年11

月29日，吴其超持有公司股份18,644,8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黄春生持有公司股份18,644,89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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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其超

5%

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8,644,892 6.25% IPO

前取得：

18,644,892

股

黄春生

5%

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8,644,893 6.25% IPO

前取得：

18,644,89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吴小翔

22,056,978 7.39%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王惠明

18,644,893 6.25%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黄春生

18,644,893 6.25%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59,346,764 19.89%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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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其超

0 0.00%

2020/10/27 ～

2020/11/29

其他方式

0 -0 0 18,644,892 6.25%

黄春生

0 0.00%

2020/10/27 ～

2020/11/29

其他方式

0 -0 0 18,644,893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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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

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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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879� � �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3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监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监事谢仕林先生、李凯军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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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05月0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部

分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公司监事谢仕林先生、李凯军先生计划自减持预

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450,0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0.23%）。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一）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公司监事李凯军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公司监事谢仕林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区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谢仕林 集中竞价

2020

年

07

月

13

日

17.50 50,000 0.03%

合计

-- -- -- 50,000 0.03%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

增加的股份）。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

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谢仕林

合计持有股份数

1,810,667 0.94% 1,760,667 0.91%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358,000 0.70% 1,358,000 0.7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2,667 0.23% 402,667 0.21%

李凯军

合计持有股份数

1,048,471 0.54% 1,048,471 0.54%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786,353 0.41% 786,353 0.41%

无限售条件股份

262,118 0.14% 262,118 0.14%

注：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该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公司已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股份的监事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股东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三、备查文件

谢仕林先生、李凯军先生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84

债券代码：155765 债券简称：19建发01

债券代码：163104 债券简称：20建发01

债券代码：175228 债券简称：20建发Y1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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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投资概述

2020年9月3日，公司发布了《建发股份关于认购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拟出资5,000万

元人民币参与认购由嘉兴鼎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鼎萧” ）作为普通合伙人发

起的太仓市钟鼎六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鼎六号” ）份额。

2020年9月7日，公司已与钟鼎六号普通合伙人嘉兴鼎萧及其他有限合伙人签署了《太仓市钟鼎六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认缴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认购钟

鼎六号2.93%的份额。

上述投资事项及进展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3日以及2020年9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0一059” 和“临2020一063”号公告。

二、钟鼎六号合伙人变更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钟鼎六号的投资能力，普通合伙人决定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扩大基金规模，以更好地满

足对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

本次新增的其他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目前无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本次变更前后，钟鼎六号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见下表：

合伙人类型 名称 出资方式

变更前 变更后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嘉兴鼎萧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5,000 2.93% 5,000 2.49%

特殊有限合伙

人

宁波鼎季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4,500 2.64% 4,500 2.24%

有限合伙人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

投资拾壹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货币

15,000 8.80% 15,000 7.46%

有限合伙人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2.93% 5,000 2.49%

有限合伙人 其他有限合伙人 货币

141,000 82.70% 171,500 85.32%

合计

170,500 100% 201,000 100%

除上述新增有限合伙人的情况外，钟鼎六号的管理模式、投资模式等基本情况不变。

三、上述投资事项的风险分析

钟鼎六号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基金管理人

的运作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6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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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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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299号独墅湖世尊酒店会议中心二楼M6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4,529,4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4,529,44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59.64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59.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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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袁建栋

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王征野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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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5人，董事袁建栋、李凯、辛洁、吕大忠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何幸、周攀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征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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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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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普通股

244,529,443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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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普通股

244,529,443 100.00 0 0.00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情况：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峰、程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

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0390� � �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2020-093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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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3号五矿广场C202-C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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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6,00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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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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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珠峰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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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周敏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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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24,923 99.9701 79,320 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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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拟签订重大

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265,924,923 99.9701 79,320 0.029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名称：议案1�《关于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117,064,042股

回避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名称：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50,751,955股

回避情况：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周书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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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0771� � �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20-045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诉结果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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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撤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诉讼标的金额为11621.454575万元（人民币，下同）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晋民初39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裁定准许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 ）撤回起诉，并

负担案件受理费， 且晋中市人民政府全资子公司已通过股权抵顶的方式解决了信达公司追索公司为太谷

纺织厂贷款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债务本息，故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近日，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广誉远” ）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西省高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

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撤回对山西广誉远的起诉，现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9月1日，山西广誉远收到山西省高院邮寄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7]晋民初39号），信达公

司因与山西中药厂（山西广誉远前身）历史担保纠纷，将山西广誉远及公司控股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盛集团” ）起诉至山西省高院，案件涉及金额11621.454575万元，法院予以受理。（具体内

容详见2017年9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相关公告）

二、诉讼结果

2020年9月27日，山西省高院出具（2017）晋民初3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1、准许原告信达公司撤回起诉；

2、案件受理费622,872.73元减半收取计311,436.37元，由原告信达公司负担。

三、诉讼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该诉讼已由原告信达公司申请撤诉并经法院依法裁定，同时公司从晋中市国资委获悉，晋中市人民政

府根据其2016年7月11日出具的《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诉山西广誉远国药有

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债务承担问题的情况说明》，目前已将其全资子公司晋中市公用基础设施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山西文旅集团晋中汇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4334%的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用于

抵顶其追索公司为太谷纺织厂贷款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债务本息。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因此，该诉讼对公司当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17）晋民初39号之二）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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