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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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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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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31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2月31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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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上午9:15至2020年12月31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5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广益路33号猛狮国际广场综合商贸楼A1601号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乐伍。

7、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214,699,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840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所持股份数164,025,13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9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所持股份数50,674,08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3％。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委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乐伍先生主持。

9、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酒泉万发20MWp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债权债务转让三方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69,2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

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32,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25％；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69,2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

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32,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25％；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房县猛狮光电有限公司出售光伏扶贫电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69,2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

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32,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25％；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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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源电力” ）正在筹划由龙源电力发行A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与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同时，本公司将以全部/部分资产负债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国家能源集团” ）部分新能源资产进行重大资产置换（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

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因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本

公司申请，本公司A股股票自2021年1月4日开市时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 即在2021年1月18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

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1年1

月18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 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 事项进

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

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27624

成立日期：1993年1月27日

注册资本：8,036,389,000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贾彦兵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20层2006室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的技术改造、技术服务和生产维修；与电力相关的新技

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制、开发、生产、成果转让；电站污染物治理；风力发电、节能

技术及其他新能源的技术开发、项目投资管理；进出口业务；电气设备的租赁；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咨询服务；承办展览会、展销会；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电力系统专用车辆的销售；出租写字间。（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被合并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0701461969E

成立日期：1993年6月11日

注册资本：101,430.632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晓惠

注册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公司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矿山设备、材料、配件、废旧物资销售；餐饮服务、住宿。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方式为龙源电力发行A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同

时，本公司将与国家能源集团旗下部分新能源资产进行重大资产置换。

三、本次合并的意向性文件

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签署《换股吸收合并及重大资产置

换意向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龙源电力拟发行A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同时，本公司

将以全部/部分资产负债与国家能源集团部分新能源资产进行重大资产置换；

（二）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就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资产交割及员工安置等

进行具体协商；各方应积极给予另一方以必要的配合，全力推进本次交易，并完成正式交易协

议的签署；

（三）本协议仅为各方的初步意向协议，各方在本次交易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安

排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四）本次交易及正式签署的交易协议需提交各方各自董事会、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

会审议，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五）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终止本协议。

四、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

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

仍在协商论证中。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

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有关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或证明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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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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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兴业矿业” ）于2020年4

月2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及后续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30日、5月14日、5

月26日在指定披露媒体发布的 《兴业矿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兴业矿业：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30)、《兴业矿业：关于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37）。现将西乌珠穆

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漫矿业” ）业绩补偿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于银漫矿业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相关《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银漫矿业2017年至2019年三年累计未完成

承诺业绩，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吉祥、吉伟、

吉喆应向本公司补偿770,568,633.56元，对应补偿股份为127,156,540股（对应补偿股份公司将

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其中：兴业集团65,600,060股；吉祥25,126,132

股；吉伟25,126,132股；吉喆11,304,216股。应返还持有期间现金分红5,073,800.26元，其中：兴业

集团2,617,573.59元；吉祥1,002,582.92元；吉伟1,002,582.92元；吉喆451,060.83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上述业绩承诺方中吉祥返还的1,002,582.92元现金分红。吉祥应履行

的业绩补偿义务中返还现金分红事项已履行完毕。

二、风险提示

由于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所持拟用于业绩补偿回购注销的本公司股份仍处于被质

押状态（吉祥、吉伟、吉喆所持本次应补偿股份仍被质押的原因系为兴业集团向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本金10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而兴业集团未能清偿上述信托贷款债务所致），且

兴业集团重整仍在进行中，因此，目前除吉祥返还现金分红外的其他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义

务暂未履行。公司已在兴业集团重整的债权申报期内，向兴业集团管理人申报了业绩补偿事项

涉及的债权。公司将一直与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保持密切沟通，督促其严格按照业绩承

诺履行未完成的补偿义务，最大程度地减少公司的损失，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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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监事刘冀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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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公司监事刘冀鲁先生计划

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减持期间自2020年12月9日至2020年12月

31日，减持数量不超过2,120,000股。

2020年12月3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监事刘冀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12月30日，刘冀鲁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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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刘冀鲁先生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刘冀鲁

集中竞价

2020

年

12

月

9

日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1,327,200 86.44

大宗交易

2020

年

12

月

9

日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0

一一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刘冀鲁

合计持有股份注

72,673,332 1.5950% 71,346,132 1.565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注

7,056,111 0.1549% 5,728,911 0.12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65,617,221 1.4401% 65,617,221 1.4401%

注:上表中刘冀鲁先生合计持有的股份数包括其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从二级市场增持

间接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678,284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刘冀鲁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刘冀鲁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不

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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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冀鲁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刘冀鲁先生减持计划

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刘冀鲁《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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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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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2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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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0年12

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合岭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386,684,052股，占公司总

股份929,756,977股的41.5898%。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17人，代表股份34,489,4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7095%。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23名，代表股份数为421,173,491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977

股的比例为45.2993%；其中中小股东18名，代表股份数为34,869,001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

977股的比例为3.75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了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杨合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36,293,82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79.84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1,130,1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12%。

表决通过。

1.02选举曹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36,293,82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79.84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1,13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12%。

表决通过。

1.03选举杨宏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36,293,82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79.84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1,130,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12%。

表决通过。

1.04选举赵中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36,293,82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79.84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1,130,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12%。

表决通过。

1.05选举张校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36,294,49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79.84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1,130,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31%。

表决通过。

1.06选举陈翔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842,150,234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99.95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200,141,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3.9814%。

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裴文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420,612,9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2.02选举宋公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420,612,9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2.03选举黄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420,612,9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2.04选举袁大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420,612,9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2.05选举李广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420,612,9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张瑜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69,472,158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72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3.02选举刘轶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69,472,158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72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34,30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26%。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66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2%；反对513,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6,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88%；反对5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66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2%；反对513,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6,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88%；反对5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66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2%；反对513,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6,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88%；反对5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66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2%；反对513,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6,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88%；反对5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66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2%；反对513,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6,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88%；反对5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66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2%；反对513,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6,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88%；反对5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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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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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0年12月31日下午15: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

董事会会议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1）会议通知发出时间：2020年12月20日

（2）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0年12月31日下午15:3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人数11人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1）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合岭先生

（2）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经董事会研究决定，选

举杨合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杨合

岭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曹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曹宏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任期三年，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3人）：主任委员：杨合岭；成员：曹宏、裴文谦

提名委员会（3人）：主任委员：裴文谦；成员：曹宏、宋公利

审计委员会（3人）：主任委员：黄宾；成员：赵中亭、裴文谦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主任委员：宋公利；成员：杨宏钊、黄宾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经总经理曹宏先生的

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至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4.1聘任赵中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聘任赵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聘任韩永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聘任李长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聘任司贞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经董事长杨合岭先生

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张校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张校伟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张校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张校伟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邮政编码：461500

联系电话：0374-6108288

传真号码：0374-6108288

电子邮箱：hnsyzqb@163.com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

杨合岭先生，中国国籍，河南省长葛市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年出生，毕业于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原河南财经学院），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长葛高压电器厂财务科长、长葛

市开关厂财务科长和总会计师、森源集团副总经理、森源电气总会计师和董事等职。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兼任森源集团董事、副总裁职务。除此之外，杨合岭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合岭先生直接持有本

公司25,764,096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曹宏先生，中国国籍，江苏宜兴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兼职教授，享受河

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输变电设备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微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高压

熔断器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高压电器》第十二届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高压开

关分会、电力电子分会、继电保护及自动化设备分会副理事长、河南电工协会执行会长、河南

省电器工业协会副会长。曾荣获2019中国电气工业杰出人物、许昌市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奖。历

任信阳高压开关总厂车间主任、浙江华仪电气集团公司技术部经理、西安森源电气集团公司

总经理、长开森源电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曹宏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曹宏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中亭先生，中国国籍，河南省长葛市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学专科学

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监事、森源互感器总经理等职

务。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除此之外，赵中亭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赵中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巧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许昌市第七届人大

代表。历任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等职。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兼任财务总监。赵巧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韩永亮先生，中国国籍，河南省新乡市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出生，大学专科学

历，高级经济师。2000年7月进入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森源电气销售公司电

力部部长、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森源电气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韩永亮先

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韩永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长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许昌农机学校农

机专业，1984年进修于河南电视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获机械制造工程师职称。2002年就读于首

都经贸大学区域经济管理专业，获研究生学历。先后在原焦作标准件厂、漯河电工器材无厂、

机床厂、漯河变压器厂、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李长领

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李长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司贞员先生，中国国籍，河南叶县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毕业于郑州大学

（原郑州工学院），高级工程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第七届、第八届中国电力行业高压开

关设备及直流电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许昌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许昌市技术创新项

目带头人、长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9年进入公司工作，先后从事工艺、技术研发设计、工

程项目设计、质量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技术管理等工作，历任技术科科长、工程技术部经理、

开发部经理、检测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司贞员先

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司贞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校伟先生，中国国籍，河南省漯河市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河南宏达工贸公司化工厂财务科科长、中原证券许昌市营业部客户经理、森源电气监事、

森源电气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校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校伟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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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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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0年12月31日下午16: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现将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情况

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1）会议通知发出时间：2020年12月20日

（2）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电子通讯方式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0年12月31日下午16:3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3、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人数3人。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1）会议主持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瑜霞女士；

（2）会议列席人员：公司董事会秘书。

5、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经监事会研究决定，选

举张瑜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张瑜霞

女士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附件：

张瑜霞女士，中国国籍，河南省巩义市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毕

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先后在郑煤集团公司、长葛市开关厂、河

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干部科科员、人事科科长、企管部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党总支副书记。张瑜霞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瑜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