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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控股” ）及其一

致行动人刘彦先生保证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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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海云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53,

467,2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6%。 海云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的比例降至5%以下，二者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2�月 31�日收到

公司股东海云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海

云天控股被拍卖的3,600,000股（占公司股本的0.33%）已于2020年 12�月 30�日完成

了交割过户手续， 并已转至买受人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前海宏亿资产” ）名下。

海云天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3,600,000股于 2020�年 12�月 9�日通过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竞得。

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10�日披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暨减

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通过股东海云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海云

天控股被拍卖的3,600,000股股票已于 2020�年 12�月 30�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本次股东被动减持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司法拍卖

2020年12月8日10时

至2020年12月9日10

时

7.053 3,600,000 0.33%

3、本次被动减持前后股东的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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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云天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5,300,245 4.12% 41,700,245 3.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63,547 3.02% 29,663,547 2.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36,698 1.09% 12,036,698 1.09%

刘彦

合计持有股份 11,767,054 1.07% 11,767,054 1.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67,054 1.07% 11,767,054 1.07%

合计持有股份 57,067,299 5.18% 53,467,299 4.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63,547 3.02% 29,663,547 2.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803,752 2.16% 23,803,752 2.16%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严格遵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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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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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2、公司于 2020�年 9�月 3�日对海云天控股的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海云天

控股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起至 2021�年 2�月 28日，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1,000,000�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4）。海云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所披露

的减持计划，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总数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数量之内，不存在违反已

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形。

3、 本次权益变动后， 海云天控股持有公司股份41,700,24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767,0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上述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467,29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86%。 二者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 海云天控股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未实际参与公司生产经营管

理，因此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海云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彦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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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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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于2019年11月7日被聘为公司监事、预留授予的

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上述两名激励对象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774股进行回

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20,774 20,774 2021年1月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激励计划》、《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于2019年11月7日被聘为公司监事、预留授

予的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上述两名激励对象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3,657股进行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10.944元/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7,117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10.3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0月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上述股份

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示期已满45天，期间公司未收到现

有相关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

规、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以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首次授予

的1名激励对象因于2019年11月7日被聘为公司监事、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已离

职，上述两名激励对象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涉及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2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0,774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上述

2人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0股，公司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188,331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

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284188），并向中登公司提交了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申请。 公司预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将于2020年1

月6日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268,904,692股变更为268,883,918

股，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209,105 -20,774 8,188,33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695,587 0 260,695,587

三、股份总数 268,904,692 -20,774 268,883,918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

符合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

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

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

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

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 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具有相应的

依据，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并已获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及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相应的股票注销登记、工商变更登记及信息

披露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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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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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31日下午2: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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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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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本公司行政楼

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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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能能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74,961,5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25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523,69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176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37,90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4483%。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1,669,

1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1585%。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70,303,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67%；反

对4,657,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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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1,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012%； 反对4,657,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4988%；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70,303,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67%；反

对4,652,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066%；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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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1,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012%； 反对4,652,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4918%；弃权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0%。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70,302,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53%；反

对4,658,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1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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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0,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4998%； 反对4,658,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5002%；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70,303,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67%；反

对4,657,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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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1,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012%； 反对4,657,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4988%；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发行股票的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70,303,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67%；反

对4,508,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0139%；弃权149,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94%。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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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1,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012%； 反对4,508,1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2902%；弃权14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86%。

（6）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70,324,1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8136%；反

对4,487,9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9869%；弃权149,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94%。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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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31,7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294%； 反对4,487,9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2620%；弃权14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86%。

（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70,303,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67%；反

对4,508,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0139%；弃权149,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94%。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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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1,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012%； 反对4,508,1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2902%；弃权14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86%。

（8）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70,350,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8484%；反

对4,461,8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9521%；弃权149,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94%。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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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57,8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658%； 反对4,461,8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2256%；弃权14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86%。

（9）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70,350,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8484%；反

对4,606,3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1449%；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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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57,8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658%； 反对4,606,3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4272%；弃权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0%。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70,303,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67%；反

对4,513,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0206%；弃权144,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28%。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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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1,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5012%； 反对4,513,1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2971%；弃权144,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1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改

稿）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0,302,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53%；反

对4,658,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1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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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0,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4998%； 反对4,658,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5002%；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改

稿）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0,302,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53%；反

对4,653,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080%；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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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0,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4998%； 反对4,653,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4932%；弃权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认购方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0,302,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53%；反

对4,658,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1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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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0,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4998%； 反对4,658,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5002%；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承诺（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0,302,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7853%；反

对4,658,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21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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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010,5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4998%； 反对4,658,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5002%；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7,109,0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6373%；反

对4,007,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5918%；弃权552,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7709%。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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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109,0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6373%； 反对4,007,6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5918%；弃权552,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7709%。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7,129,2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6655%；反

对3,842,9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3620%；弃权697,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9725%。

其中，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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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7,129,2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3.6655%； 反对3,842,901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3620%；弃权697,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72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2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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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吕

钢先生的函告，获悉吕钢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解除，股份质

押情况发生变动。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解除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吕钢 是 900 2018-10-26 2020-12-2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

6.04%

合 计 9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

股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

股份

比

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股份

比

例

吕钢

148,997,

296

21.12% 52,300,000 35.10% 7.41% 0 0 0 0

京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56,165,688 7.96% 34,655,334 61.70% 4.91% 0 0 0 0

合计

205,162,

984

29.08% 86,955,334 42.38% 12.33% 0 0 0 0

注：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吕钢先生控制的

企业。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

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3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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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新药业” ）于近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浙

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

称“告知函” ）。

根据《告知函》要求，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并按照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请做好京新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有关问题的回

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证券简称：*ST盈方 公告编号：2021-001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供货保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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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经各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和生效。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的因素，可能对协

议的履行造成影响，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对公司2021年的经营业

绩将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World� Style” ）的全资子公

司联合无线（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无线（香港）” ]于近日与小米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米通讯”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唯捷创芯” ）签订了《供货保障协议》，协议约定由联合无线（香港）

向小米通讯销售和供应射频功率放大器等系列产品（以下简称“产品” ），唯捷创

芯为联合无线（香港）向小米通讯所供应产品的最终供应商。 本协议的有效期为自

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上述《供货保障协议》的签署系联合无线（香港）日常经营活动行为，公司、

World� Style及联合无线（香港）与小米通讯、唯捷创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签署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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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小米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

王川

13000.00

万美元

开发手机技术、计算机软件及信息技术；技术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家用电器、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装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的批发零售；维修仪器

仪表；销售医疗器械I类、II、III类、针纺织品（含家纺家饰）、服装鞋帽、

日用杂货、工艺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照相器材、卫生用品（含个人

护理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家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小饰品、日

用品、乐器、自行车、智能卡；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金银饰品（不含金银质地纪念

币）；家用空调的委托生产；委托生产翻译机；销售翻译机、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行车）、厨房用品、陶瓷制品、玻璃制品、玩具、汽车零配

件、食用农产品、花卉、苗木、宠物用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

珠宝首饰、通讯设备、卫生间用品、农药；生产手机；出版物批发；出版

物零售；销售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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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市海淀

区西二旗中

路33号院6�

号楼9层019

号

唯捷创芯

（天津）电

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孙亦军

36000.00

万人民币

集成电路的设计咨询、研发、测试、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种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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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开发区

信环西路19

号2号楼

2701-3室

2、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协议的交易对手方小米通讯是全球领先的大型智能手机及相关智能设备

制造商，位列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8名；唯捷创芯是国内领先的射频前端及

高端模拟芯片的研发与销售企业，其产品品质得到国内众多品牌客户认可。 小米通

讯和唯捷创芯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2、合同标的：联合无线（香港）供应给小米通讯的射频功率放大器等系列产

品，总供应量约：259762� kpcs；

3、供货量保证：联合无线（香港）、唯捷创芯同意并保证2021年向小米通讯在

合同约定的数量范围内每月按照小米通讯的通知要求按时按量进行协议产品供

应。

4、提货保证和产能保证：小米通讯承诺每月向联合无线（香港）的提货数量不

少于本协议约定的每月产品供应量的【80%】。

5、违约赔偿：小米通讯承诺在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从联合无线（香港）

处采购各类产品不少于本协议约定的此类产品的年度总额的80%。若小米通讯采购

数量少于该约定值，则小米通讯承诺于2022年6月30日之前从联合无线（香港）处将

该指定产品的小米通讯到期实际采购量少于约定值部分的库存采购完毕。 若小米

通讯未能实现上述采购承诺，如最终提货少于约定值的供应量，则同意以其它类别

的产品(开关等)进行等价值补偿。

6、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各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有效期内，经各方

协商一致、产生法定终止的情形或各方的合作关系终止，本协议可提前终止。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对公司2021年的经营业

绩将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联合无线（香港）现有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具备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3、公司、World� Style及联合无线（香港）与小米通讯、唯捷创芯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协议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因协议的履行而对协议

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

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的因素，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

险和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联合无线（香港）与小米通讯、唯捷创芯签署的《供货保障协议》。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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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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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31日（星期四）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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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

12月3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公司14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曹邦俊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20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09,762,5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6924%，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46,120,8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5004%。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118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3,641,6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92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有表决权5%以上(含有表决权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下同）共计11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3,641,6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920%。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976,8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0％；反对3,715,

5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7％；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5,9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15％；反对3,715,5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82％；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528,5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4％；反对2,163,

7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2％；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07,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898％；反对2,163,7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98％；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43,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039％；反对9,358,6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52％；弃权4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43,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039％；反对9,358,6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52％；弃权4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9％。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413,1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9％；反对3,739,

5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5％；弃权6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92,2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658％；反对3,739,5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59％；弃权6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冯泽伟、匡彦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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