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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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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提案名称：《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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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月 28日 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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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8 日（星

期四）的股票交易时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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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8 日（星期

四）9:15-15:00（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科技大厦 11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焦留军董事长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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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人， 代表股份数量 68,212,

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94%。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68,

119,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088%。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92,2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6%。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政府管控措施，公司董事、监事和见

证律师通过现场结合公司视频会议系统形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公司视频

会议系统参会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其中董事长焦留军先生、董事刘振彪先生、

监事会主席车宏伟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李雨森先生现场参会，董事蒋宝军先生、董

事张建锋先生、董事罗熊先生、董事岳殿民先生、董事王玉敏女士、监事张廷秀先

生、董事会秘书刘福生先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现

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二）表决结果

议案 1:�审议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5918%； 反对 68,9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冀东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68,099,999股，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918％；反对 6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8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同意，未获

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征、车佳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1）第 041号

致：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

场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下午 2:00 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

科技大厦 11 层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

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以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16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唐山冀东装备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

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

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

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

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

大会通知》。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

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下午 2:00 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

科技大厦 11 层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焦留军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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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8,212,1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494%，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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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8,119,9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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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2,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0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5 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12,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94%。

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政府管控措施，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无法到会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

参会， 见证律师亦通过前述视频方式参加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通过公司视频会

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

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

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

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918%； 反对 68,9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3,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918%；反对 68,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8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张征 车佳美

2021�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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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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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在连云港化工园区内

8 家子、分公司因政府安全环保整治要求而长期停产，停产公司 2018 年合计营

业收入占公司 2018 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73.05%，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3.4.1 条规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

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的情形。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 “亚邦股

份” 变为“ST 亚邦”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3.9.5 条：

“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3.9.1 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

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本次其他风

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因 2018 年“4.28” 政府统一环保停产整治要求及 2019 年 5 月省、市

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实施方案要求， 公司下属连云港化工园区内 8 家

子、分公司分别在 2018 年 4 月 28 日、2019 年 5 月 8 日起停产进行安全环保提

标整治。 停产公司 2018 年合计营业收入占公司 2018 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73.05%，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3.4.1 条

规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的情形。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股票简称由“亚邦股份” 变为“ST 亚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亚邦股份关于对公司股票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二、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积极推进各公司复产工作。根据连云港市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

治提升领导小组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发布连化治[2020]6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

停产整改化工企业复产工作的通知》要求，截止目前，公司子公司江苏华尔化

工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1 月 6 日收到灌南县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领导

小组下发的《关于同意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复产的通知》，原则同意华尔化

工复产。目前公司正根据复产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华尔化工安全、环保、消防等方

面复产前准备工作，落实人员、物料、设备等方面开车前到位情况，争取尽快实

现投料生产。 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通过了县级复产核查，并

予以公示，尚待取得市级相关政府部门批复同意后恢复生产。公司子公司亚邦

供热有限公司将根据园区复产企业蒸汽需求情况恢复生产。公司控股子公司江

苏佳麦化工有限公司、 连云港亚邦制酸有限公司因园区定位调整而退出园区，

两公司共计获得政府退出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 30,504.59 万元。 公司其他停产

企业将根据政府要求，积极履行复产审批手续，争取早日复产。公司将根据企业

复产进展，在符合相关规则的前提下向上海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3.9.5

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3.9.1 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

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本次其他

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主要产能尚在逐步恢复中，公司将根据复产通知要

求积极履行复产审批手续，复产审批过程中存在不可控因素，具体全面复产时

间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等，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严格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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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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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56,529.71 万元左右，与上

年同期相比，亏损增加 36,623.06 万元，亏损同比增加 18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事项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56,979.08 万元左右，与上

年同期相比，亏损增加 35,756.37 万元，亏损同比增加 168%。

2、影响公司本次业绩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下属 8 家子、分公司自 2018 年

4 月以来按政府部门要求停产进行安全环保提升整治，截止报告期末，主要产

能仍处于停产状态。以上因素造成公司本期开工率严重不足，销售收入下降，停

产费用、设备减值等大幅增加，导致公司 2020 年业绩大幅下滑。二是根据公司

期末对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本期预计计提商誉资产减值

损失 12,800 万元左右，具体数据经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评审后方可确认。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6,529.71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增加 36,623.06 万元，亏损同

比增加 184%。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979.08 万元左

右，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增加 35,756.37 万元，亏损同比增加 168%。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906.6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222.7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35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1、 公司 2018 年 4 月 28 日接到灌南县政府统一环保停产整治通知以及江

苏省、连云港市于 2019 年 5 月起实施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公司所

在连云港化工园区内的 8 家子、分公司停产进行安全环保提升整治，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主要产能仍处于停产状态。以上因素造成公司本期开工率严重不足，

销售收入下降，停产费用、设备减值等大幅增加，导致公司 2020 年效益同比大

幅下降。

2、 公司于 2015 年收购的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期末尚未复

产，公司对该公司的后续经营情况进行全面估计，并聘请评估机构对该公司的

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评估初步结果，预计 2020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300

万元左右；孙公司宁夏亚工化工有限公司受市场需求、行业周期、国外疫情等多

重因素影响，主要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公司对该公司的后续经营情况进行全面

估计，聘请评估机构对该公司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评估初步结果，预计

2020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500 万元左右。 两公司合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2,

800 万元左右，以上具体数据经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评审后方可确认。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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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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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

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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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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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 月 28 日 9:15-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 1 号；

（4）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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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41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167,702,9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9496%。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4,868,72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25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2 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834,2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245%。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山东文康（济宁）律师事务所李殿栋律师和石素香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玉才先生、李亮先生、王亚斌先生、陈庆振先

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张玉才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64,868,85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7,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824%。

1.02 选举李亮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64,868,85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7,1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825%。

1.03 选举王亚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64,868,85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7,1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825%。

1.04 选举陈庆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64,868,85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7,1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825%。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马涛先生、桑丽霞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马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64,868,9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7,2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851%。

2.02 选举桑丽霞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64,868,951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7,2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1.0851%。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正琰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正琰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65,086,14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96%；反对 2,61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74,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7.1331%；反对 2,61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2.866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济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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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湖南达晨财鑫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达晨海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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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7月 7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以下简称 “减持

计划” ），公司股东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

恒”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泰” ）、深圳市

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瑞” ）、湖南达晨财鑫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鑫” ）、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达晨聚圣” ）和厦门达晨海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

海峡” ）作为一致行动人，计划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的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500,000 股 （若此期

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00%。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

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达晨财鑫和达晨聚圣于 2020年 4月 29日获得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成功申请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政策。其通过证券

交易所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适用下列比例限制： 达晨财

鑫、达晨聚圣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 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

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

瑞减持无限制。

近日，公司收到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达晨财鑫、达晨聚圣、达晨海峡出

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鉴于前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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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减持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

元

/

股

）

达晨创恒 集中竞价

2020-8-5 24.60 3 0.01

达晨创泰 集中竞价

2020-8-5 24.57 3 0.01

达晨创瑞 集中竞价

2020-8-5 24.52 6 0.03

达晨财鑫

集中竞价

2020-8-5 24.11 35 0.17

2020-10-28 16.90 16 0.08

2020-10-29 16.60 5.29 0.03

2020-11-5 16.40 13 0.06

2020-11-6 16.40 14 0.07

2020-11-9 16.80 0.66 0.01

2020-11-10 16.70 23.05 0.11

2020-11-11 16.65 7.1 0.03

2020-11-18 16.70 14.65 0.07

大宗交易

2020-11-19 16.22 106 0.50

达晨聚圣 集中竞价

2020-8-5 24.35 35 0.17

2020-10-28 16.90 15 0.07

2020-10-29 16.60 6 0.03

2020-11-5 16.40 13 0.06

2020-11-6 16.40 23 0.11

2020-11-10 16.90 22 0.10

2020-11-11 16.60 6 0.03

2020-11-18 16.57 29.2 0.14

达晨海峡 集中竞价

2020-8-5 24.05 22.05 0.11

合计

418 1.99

3、本次减持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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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达晨创恒 无限售流通股

3,140,212 1.50 3,110,212 1.48

达晨创泰 无限售流通股

2,731,920 1.30 2,701,920 1.29

达晨创瑞 无限售流通股

3,039,317 1.45 2,979,317 1.42

达晨财鑫 无限售流通股

2,347,500 1.12 0 0

达晨聚圣 无限售流通股

1,702,000 0.81 210,000 0.10

达晨海峡 无限售流通股

220,500 0.11 0 0

合计

13,181,449 6.28% 9,001,449 4.2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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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

数量。

3、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达晨财鑫、达晨聚圣、达晨海峡不是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达晨财鑫、达晨聚圣、达晨海峡合计持有 4.29%

公司股份，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三、备查文件

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达晨财鑫、达晨聚圣、达晨海峡出具的《股份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603679� � �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7

债券代码：113574� � � �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转股代码：191574� � � � �转股简称：华体转股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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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

之一王绍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9,636,8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4%。本次

王绍蓉女士质押 2,302,662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1.7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王绍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11,892,662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60.56%，占公司总股本的 8.32%。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熹先生、梁钰祥先生、王绍蓉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目前持股总数为 69,218,446 股，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21,525,753 股，占

其所持股份的 31.10%，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通知，获悉王绍蓉女士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了部分股份质押的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是否为限售股

（

如是

，

注明限

售类型

）

是否补

充质押

初始交易

日

购回交易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王

绍

蓉

是

2,302,662

否 否

2021

年

1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27

日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1.73% 1.61%

借款用于

生产经营

合

计

/ 2,302,662 / / / / / 11.73% 1.61% /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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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梁熹

24,274,943 16.99% 3,066,975 3,066,975 12.63% 2.15% 0 0 0 0

梁钰祥

19,889,236 13.92% 6,566,116 6,566,116 33.01% 4.60% 0 0 0 0

王绍蓉

19,636,863 13.74% 9,590,000 11,892,662 60.56% 8.32% 0 0 0 0

王绍兰

2,557,332 1.79% 0 0 0 0 0 0 0 0

王肇英

1,940,072 1.36% 0 0 0 0 0 0 0 0

王蓉生

920,000 0.6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9,218,446 48.44% 19,223,091 21,525,753 31.10% 15.06% 0 0 0 0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06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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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

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 ）以公司

股份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股份 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1%）。

一、 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进展情况

1、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披露及相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

证券出借业务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

股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

业务，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 9,790,775�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979,077,582�股的

1%）。

2、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唐人神控股通知，截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唐人神控股参与转融

通证券出借业务计划数量已经过半，现将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计划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实施方式 出借期间 出借股数

（

万股

）

出借比例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借券给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至

2021

年

7

月

450 0.46%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借券给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至

2021

年

7

月

150 0.15%

合计

600 0.61%

注：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979,077,582 股。

二、控股股东本次业务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出借前持有股份 本次出借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

流通股

140,629,910 14.36% 134,629,910 13.75%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唐人神控股本次实施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未违反 《公司法》、《证券

法》、《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

易实施办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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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唐人神控股本次实施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已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 唐人神控股以唐人神股份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6,

000,000 股，剩下可实施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股份数量不超过 3,790,775 股，

实际实施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股份数量，该业务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3、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系唐人神控股的正常业务行为，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4、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计划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