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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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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1月13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月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共7名，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共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特此公告。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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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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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

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意隆机械实业” ）与Sure� Capital� Limited（以下简称“SURE

集团” ）于2019年2月在印度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达意隆印度制造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印度达意隆” ）。印度达意隆的注册资本为3.5亿卢比（按注册时的1美元=70卢比计算约为

500万美元，按1元人民币=10卢比计算约为3,500万元），达意隆机械实业与SURE集团的持股

比例分别为60%、40%。目前，印度达意隆实缴资本为140,813,560卢比（约为201.16万美元），达

意隆机械实业对印度达意隆的实缴资本为83,888,560卢比(约为119.84万美元)，占总实缴资本

的60%；SURE集团对印度达意隆的实缴资本为56,925,000卢比（约为81.32万美元），占总实缴

资本的40%。

公司在印度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目的在于充分调动投资双方自身资源优势互补建立合作

贸易平台，拓展公司上下游贸易渠道，开拓印度及周边市场，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鉴于目前印度的新冠疫情情况和政策环境，为了印度达意隆投资项目及相

关业务顺利推进和开展，公司拟将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达意隆机械实业持有印度达意隆

45%股权；SURE集团持有印度达意隆55%股权，并于近日签订相关协议。印度达意隆控股权转

变为SURE集团后，能够更好地面对印度的政策和营商环境，并为后续申请当地银行贷款提供

便利。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

投资比例变更的议案》。 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变更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达意隆包装机械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TECH-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INDIA� PRIVATE� LIMITED）

注册资本：350,000,000卢比

注册地址：B-503, � FIFTH� FLOOR, � AARYAVRAT� SKIES, � BH� BIKANERWALA,�

AZAD� SOCIETY,� NEHRUNAGAR,� AHMEDABAD,� Ahmedabad,� Gujarat,� India

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和机械的生产、销售，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

2、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变更前所持股份数

量（股）

持股比例

变更后所持股份数

量（股）

持股比例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8,388,856 60% 8,388,856 45%

SURE

集团 自有资金

5,692,500 40% 10,253,046 55%

合计

- 14,081,356 100% 18,641,902 100%

3、企业类型：合资公司

4、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参股公司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9

月

30

日

12,988,413.03 2,035,564.06 10,952,848.97 3,489,936.52 -1,032,210.15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274,660.96 911,094.48 363,566.48 259,248.43 -931,427.32

三、投资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一路23号

3、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

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技术开发服务；投资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

5、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交易对方介绍

1、公司名称： Sure� Capital� Limited

2、注册地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PO� Box� 51504

3、注册资本：15,000,000.00迪拉姆

4、经营范围：滤水器、水净化器、饮水机、服装的零售；投资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其他

投资工具；收购公司或收购公司的股份，或与其他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以实现其目标。

5、SURE集团是根据杰贝尔阿里自由贸易区的规定注册成立的以作为控股公司和多元化

投资为主业的离岸公司，注册地址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PO� Box� 51504.

SURE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 Mr.Jinesh� Sukanraj� Jain，持有SURE集团51%的股份。SURE集

团、Mr.Jinesh� Sukanraj� Jain与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合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Sure� Capital� Limited

为促进甲乙双方达成业务目标，甲乙双方合意在印度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达意隆

印度制造私人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总投资金额为500万美元，主营业务为各类自动或半自动液

体包装机械及任何其他相关辅助设备的生产、研发、制造、组装、销售、进出口等业务。

1．合资公司名称：达意隆包装机械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2．股东结构、股东名称、股权比例：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0%；

SURE集团持股比例为40%。

3． 注 册 地 址 ：5035th� Floor,Aryavrat� Skies, � Behind� Bikanerwala, � Azad� Society, �

Nehrunagar,� Ahmedabad,� Gujrat.

4．注册资本：初始实缴股本为10万卢比。

5．进一步认购股份及未来融资：若合资公司在其股东大会上决定追加实缴股本或决定

进一步发行股份，则股东按确定的持股比例追加出资。若股东无法继续出资，则各方应探讨并

约定通过第三方投资人的投资注入资本。

6.合资公司的业务活动：

公司负责提供制造技术、协助生产；处理由合资公司委托并经公司同意处理的其他事项。

SURE集团负责协助合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协助合资公司办理向各相关政府部门登记

合资公司场址使用权的事宜，并办理所有其他必要手续，确保合资公司在合资企业有效期内

有使用该场址的专有权，及确保合资公司核发并收到证明 该等权利的土地使用证书；协助销

售产品；及合资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许可、税收优惠等。

7.合资公司董事会，委任由达意隆机械实业提名的3名董事和SURE集团提名的2名董事

组成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为合资公司的常务董事，赋予其执行日常业务所需的足够权力，并

按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管理合资公司的所有事务。

8.�知识产权和许可

公司应根据由合资公司和公司签署的商标许可合同所载条款及条件向合资公司许可若

干商标。

合资公司应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其知识产权，包括注册其所有商标、品牌名称和版权。在本

《协议》期限内开发、购得的任何知识产权，应为公司的唯一专有财产。

对于本协议签署前缔约方已拥有的知识产权归各自所有。 合资公司根据本协议设立、构

思或制成的所有知识产权，均由公司和SURE集团共同拥有。

9.仲裁：本协议各方之间因协议或其履行的任何争议、分歧引起的纠纷应尽可能友好协

商。

若经二十个工作日的协商，各方未能达成友好解决方案，则由本合同引起的或相关的争

议，应依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仲裁

地点为新加坡SIAC中心。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语言为英语。

（二） 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印度达意隆根据股东目前的持股比例，按每股 10� 卢比的面值向股东增发 4,560,546�

股股份，其中向达意隆机械实业提供60%股份，即 2,736,328� 股，向SURE集团提供40%股份，

即 1,824,218�股。

达意隆机械实业将根据适用的印度法律行使其放弃新增股份2,736,328� 股的认购权，上

述增发的4,560,546�股股份全部由SURE集团认购。

2、若合资企业日后决定增加其实缴股本或发行其它股份，按目前确定的持股比例认缴。

（一旦印度达意隆公司向SURE集团发行其股份，将向当地政府部门备案，上述申报应在股份

发行后的30天内认购。）

3、在SURE集团完成增发的4,560,546�股股份的实缴出资后，印度达意隆的持股比例将被

修订为：

序号 股东 所持股份数量（股） 持股百分比例

1 Sure Capital Limited 10,253,046 55%

2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8,388,856 45%

总计

18,641,902 100%

4、管理：《合资协议》第 7.1�条应全部删除，并采用以下内容取代：

根据协议第 5.2�条的修订及合资企业的股权模式， 董事会应由 SURE集团 提名的三

（3）名董事及达意隆机械实业提名的两（2）名董事组成。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合资协议》其他条款不变。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比例变更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印度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目的在于充分调动投资双方自身资源优势互补建立合作

贸易平台，拓展公司上下游贸易渠道，开拓印度及周边市场，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

鉴于目前印度的新冠疫情情况和政策环境，为了印度达意隆投资项目及相关业务顺利推

进和开展， 公司拟将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达意隆机械实业持有印度达意隆45%股权；

SURE集团持有印度达意隆55%股权。印度达意隆控股权转变为SURE集团后，能够更好地面

对印度的政策和营商环境，并为后续申请当地银行贷款提供便利。

2.�存在的风险

由于海外投资当地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等均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公司可能面临

经营环境不适应、当地政策变动、市场变化、汇率波动及经营初期业务量小等的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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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346� � �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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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恢复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被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涉及的仲裁金额为17,183.76万元,其中借款本金为15,000万元，暂计至

2020年7月19日的利息、违约金为2,116.26万元，律师费及财产保全费67.50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资金流动性紧张，未能按期兑付 “贵人鸟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的本金和利息，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农商行” ）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该项仲裁申请。2020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的 《DF20202589号发行协议争议案程序中止函》

【（2020）中国贸仲京字第116643号】以及东莞农商行的《中止仲裁申请书》，东莞农商行于

2020年12月22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请求中止上述仲裁案的仲裁程序， 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院院长决定上述仲裁案的仲裁程序自2020年12月28日起中止。 以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11日、2021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

鸟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公告》（2020-088号）、《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仲裁进展

公告》（2020-092号）。

2021年1月21日， 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1月19日作出的

《DF20202589号发行协议争议案程序恢复函》【（2021） 中国贸仲京字第004250号】（以下简

称《恢复函》）以及东莞农商行的《恢复仲裁申请书》，东莞农商行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请求恢复上述仲裁案的仲裁程序，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院院长决定上述

仲裁案的仲裁程序自2021年1月19日起恢复。《恢复函》及《恢复仲裁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如

下：

申请人：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1、《DF20202589号发行协议争议案程序恢复函》的主要内容

鉴于本案实际情况，并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本会

仲裁院院长决定本案仲裁程序自即日（2021年1月19日）起恢复进行。

2、《恢复仲裁申请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发行协议争议案【案号：DF20202589号】，已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受理。

此前，因申请人希望与被申请人达成庭外和解，特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中

止仲裁程序。现因双方确实无法达成一致，特请求尽快恢复DF20202589号案的仲裁程序。

二、本次仲裁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与东莞农商行的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暂无法准确判断本次仲裁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1）债权将依据重整计划规定的方式受偿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需在重整程序

中通过申报债权的方式合法主张权利。东莞农商行目前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将依法进

行审查。后续若该债权得到管理人和法院确认，将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方式受偿。

（2）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目前，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

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0-087号）），但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4.14条第（六）款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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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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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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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股东提出质询或建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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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2021年1月5日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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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培公大道201号（鑫港国际商贸城）

C4-1幢二楼会议室。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纪晓文先生

（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244,1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2296％。

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14,074,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99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2,169,534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2327％。

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

东） 共18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2,169,534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1.2327％。

（九）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王秀峰律师、李茜茹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下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1月12日、2021年1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244,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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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69,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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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正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82,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9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6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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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7,9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4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6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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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79％。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王秀峰律师、李茜茹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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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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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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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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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明阳智能” ）于2020年10月22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公司实际控制

人张传卫先生和张瑞先生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能投公司” ）拟自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本次增

持不设定价格区间。

●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截至2021年1月21日，明能投公司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过半，受定期

报告窗口期、业绩情况敏感期、市场环境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明能投公司尚未实施增持。明能投

公司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明阳智能股份。

●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明能投公司与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Keycorp� Limited、 中山博创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

（以下合称“共同控股股东” ）。上述共同控股股东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

和张瑞先生的控制。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前，明能投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1,324,4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以当前总股本1,875,450,897股为基数计算，下同）。共同

控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6,990,8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77%。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长期投

资价值的认可。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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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若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本次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

延实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由增持主体直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1年1月21日，明能投公司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过半，受定期报告窗口期、业绩情况敏

感期、市场环境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明能投公司尚未实施增持。明能投公司承诺，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内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明阳智能股份。

五、其他说明

1.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

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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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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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的情况

鉴于公司已经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登记业

务，公司总股本增加206.78万股限售股，因此公司注册资本由851,415,894元变更为853,483,694

元、公司股份总数由851,415,894股变更为853,483,694股。

二、修订《公司章程》部分内容

鉴于上述原因，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1,415,894

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3,483,694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51,415,894

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53,483,694

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以上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会已经获得股东大会关于激励计划

实施中相关事项的授权，本次因激励计划产生的注册资本变更和公司章程的修订，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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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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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之通知、

议案材料于2021年1月15日以电话、邮件及书面送达的方式送达了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1年1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绍柏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

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刘绍柏先生、黄小芬女士、卓勇先生、刘羽先生、邓利先

生现场参加会议，董事卓军女士、独立董事何为先生、独立董事罗书章先生、独立董事贺强先

生通过电话会议形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关于规范运作情况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的议案》。

依据《深圳证监局关于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20]128号）的要求，公司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管理制度，对公司自

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逐项自查，并输出自查报告及整

改计划。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内容开展各项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经完成授予、登记，公司

新增股份2,067,800股，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851,415,894元变更为853,483,694元，公司股份总

数由851,415,894股变更为853,483,694股，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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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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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3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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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3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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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9.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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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章利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达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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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3人，董事吴剑军和独立董事李有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董事程银微、周建永和独立董事雷新途、王丽萍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波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吴剑军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余军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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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27,534 99.2359 1,471,400 0.7572 13,200 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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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余军伟为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95,600 6.0498 1,471,400 93.1147 13,200 0.83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若飞、陈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起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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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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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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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1月19日、1月

20日、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1月19日、1月20日、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

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

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

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