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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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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16日（星期五）1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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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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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时间为：2021年 4月 16日 9:15至 2021年 4月 1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沃西大道 219 号三花工业园区办

公大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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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亚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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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05,975,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63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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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53,950,7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8.257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2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1,

897,79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84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3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8,179,3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79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505,873,1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59%；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4%；弃权 9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48,2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3%；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2、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505,873,1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59%；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4%；弃权 9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48,2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3%；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3、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505,881,5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62%；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弃权 9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56,6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4、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505,881,5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62%；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弃权 9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56,6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5、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05,830,6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42%；反对 139,8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56%；弃权 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05,7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反对 139,8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弃权 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05,881,5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62%；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弃权 9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56,6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7、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05,968,0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97%；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943,1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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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83,467,1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1209%；反对 222,503,4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789%；弃权 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31,442,2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747%；反对 222,503,469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245%；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9、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05,967,0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97%；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942,1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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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52,881,28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813%；反对 53,002,9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1151%；弃权 9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00,856,3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810%；反对 53,002,906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050%；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1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张亚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53,823,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06%；反对 35,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823,6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6%；反对 35,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弃权 91,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12、审议通过《关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05,967,0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97%；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3,942,1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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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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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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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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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21年 4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

事 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红曼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 9票，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二、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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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

新聘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顺松先生的辞职报告。周顺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周顺松先生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辞职后，周顺松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周顺松先生通过宁波和之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30,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辞职后，周顺松先生将严格

按照《证券法》、《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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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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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及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管理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周顺松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及规范运作方面所

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张忠良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查通过，同意聘任张红曼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张红曼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本次董事

会召开前，其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张红曼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4-63411656

传真号码：0574-63411657

电子邮箱：sunrise001@zxe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芦庵公路 1511号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附件：

张红曼女士简历

张红曼女士，1976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1996年 12

月至 2019年 7月，在浙江中兴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副总裁职务。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宁波哲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2014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臻爱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职务。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上海财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职务。现任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宁波中瑞精

密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任宁波和之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和

之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任宁波森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慈溪臻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任

上海曼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任创天昱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宁波

中骏森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瑞境财资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recision� Technology� Ltd、CPT� International� Limited、香港马谷有限公司董事，任宁

波瑞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马谷光学有限公司监事。张红曼女士于 2016 年 8

月 18日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 张红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8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69%，并通过宁波和之琪、宁波和之智间接持有公司 14,216,83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7783%， 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14,296,83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052%。张红曼女士是宁波和之琪、宁波和之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且与公司控

股股东宁波哲琪、宁波和之合，实际控制人张忠良先生、张华芬女士、张瑞琪女士、

张哲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宁波和之瑞（陈松杰先生控制的企业）、

宁波瑞智（张忠立先生控制的企业）系一致行动人，另外张红曼女士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张忠良先生，通过宁波瑞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张忠

立先生系表兄妹关系。

除此以外，张红曼女士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张红曼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红曼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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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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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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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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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1 年 4 月 16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中路 365 号公司

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

所业务规则和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人(分别代表 10 名股东)，代表股份数量 114,954,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0904%。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代表

9 名股东 )， 代表股份数量 114,951,28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884%。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1 人， 代表股份数量 3,

1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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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5 人，

代表股份数量 7,314,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79%。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

述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翟栋民先

生、俞卓娅女士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

表决，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1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1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14,95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14,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翟栋民、俞卓娅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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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杭州微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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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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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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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360020� �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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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收到

本公司董事邹秀莲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邹秀莲女士因到龄退休，辞去本公

司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本公司董事会对邹秀莲女士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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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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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0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情况，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年 4月 16日 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 2020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

说明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3日披露了《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并于 2021年 4月

16日 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 （网址 http://sns.

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 2020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朱学军先生、

财务负责人冯莉女士、董事、董事会秘书常俊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参会人员就公

司 2020年度经营业绩、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情况以及发展战略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

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复， 现将相关问

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 1：请问公司 COC的研发进展和 COP的进展哪项快，能先落地？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主要攻关 COC，研发部门在紧锣密鼓的攻关，

一有进度我们会及时对外公告。

问题 2： 可以具体介绍下 COC/COP 的研发进度时间表么？ 下游客户有没有储

备？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主要攻关 COC，研发部门在紧锣密鼓的攻关，

一有进度我们会及时对外公告。我们会跟客户保持紧密联系。

问题 3：请问朱董，碳中和概念对于阿科力未来发展影响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阿科力聚醚胺主要使用领域为风电领域，碳中和对聚醚

胺业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问题 4：请问现在大股东还要减持么？后续的部分是通过大宗交易还是直接竞价

减持？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原先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完成，如有进展我们会及时对

外公告。

问题 5：公司在汽车用光学材料上今年能否有较大突破？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汽车表面罩光用光学材料一直是公司的主打产品，一切

销售都很正常。

问题 6：今年风电装机量会下降的比较多，公司的脂肪胺会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

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从目前来看，风电叶片用聚醚胺并未受到影响。公司也

会开发更多的小品种，应对市场的不同变化。

问题 7：您好，朱总，今年关于阿科力中弗燃料电池充电站会不会加大投资，有无

收入？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阿科力中弗已建成用 SOFC发电的快速试验站，目前已

开始接受少数社会车辆进行充电。由于该站是分布式发电模式，所以还有很多细节需

要在试验站里探索。如有更新进展，我们会对外公告。

问题 8：能否介绍下公司目前各产品的产能情况？还有各产品产能的稼动率？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主要产品聚醚胺设计产能为 2万吨 / 年，光学

材料设计产能 5000吨 / 年，高透光材料设计产能 5000吨 / 年，因生产线产品切换及

设备维护，实际产能以经营数据公告为准。

问题 9：尊敬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总，尊敬的董事会秘书常总，你们好，我是阿

科力的忠实小粉丝，我期待与公司共成长，祝愿公司业绩年年长虹！在这里关心一个

问题。就是公司新产品 COC� COP的研发进度问题，有没有时间进度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主要攻关 COC，研发部门在紧锣密鼓的攻关，

一有进度我们会及时对外公告。

问题 10：您好！常总，公司分红股权登记日是哪一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年度年度分红股权登记日需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确定，请及时关注公司公告。

问题 11：看到有报道说公司已经建了 5000 吨的 COC 产线，请问公司的产品产

出符合下游的客户的要求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年报中“5000吨环烯烃单体” 已建成并投产，但该

产品是 COC的原材料，只有在大生产产出的原材料研发 COC，才更有意义，所以它

是 COC整体研发的一部分。COC的研发成功离不开下游客户的紧密结合。

问题 12：从公布的年报数据显示，公司四季度环比幅度较大，请问 2021年一季度

能否延续？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与 2020年度四季度相比订单稳定向

好，符合公司既定年度计划。

问题 13：请问 COC和 COP主要应用区别在哪里？技术开发难度上差别大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COC主要用于光学镜头和医疗包装。COP 主要用于膜

材料。技术难度各有不同，都属于高透光材料。

问题 14：请问公司的 COC技术来源？有无专利保护？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COC的研发是完全自主研发，相关专利已提交申请。

问题 15：无锡锡山重点打造电力装备产业园；依托阿科力中弗新能源项目，发展

分布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储能设备、汽车充电业务等，重点打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SOFC）产业园，这与公司的发展不磨而合，这个政策层面上的机遇，希望公司能

够牢牢抓住，务实发展，别在减持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中弗新能源的发展需要资金赋

能，减持是为了该项目更好的推进和发展。

问题 16：请问现在国内 COC的应用市场有多少大？在这块业务上公司有着怎么

样的战略和目标？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COC作为光学镜头、医疗包装的材料，发展前景广阔。

公司会围绕光学材料确定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问题 17：请问公司一季度的毛利率相比去年 4季度有无改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如既往关注产品毛利率，2020年四季度产品毛利

率已较 2020 年三季度有较大改善，2021 年一季度产品毛利率情况请及时关注 2021

年一季度报告及经营情况数据公告。

问题 18：请问公司的光学材料和高透光材料主要应用领域各在什么方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的光学材料主要用于汽车表面罩光及光固化

基础原料。高透光材料主要用于光学镜头和医药包装。

问题 19：请问公司最近有无机构前来调研？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近期未有机构来公司进行调研。如有调研，公司将及时

进行公告。

问题 20：尊敬的朱总，由中国化工主办的青岛首届 COC� COP 专项研讨会，我看

到贵公司也参加了，对于 COC� COP新材料有无技术支持与帮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这次由中国化工主办的专项研讨会是关于 COC/COP

的交流平台，公司也积极参加了此项活动。本次会议对国内 COC/COP开发与应用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

问题 21：请问现在公司的光学材料和高透光材料大致对外卖多少一吨？毛利率有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光学材料（涂料罩光及光固化材料）的毛利率在公

司 2020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中已公示。高透光材料（镜头材料、医药包装）还处于

研发阶段。

问题 22：COC研发难点主要在哪里？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COC 研发难点有三：第一，COC 的原材料（环烯烃单

体）具有复杂的多桥环结构，工艺路线复杂，反应条件苛刻，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难度

较大，同时该单体生产属于化工生产过程，实现 COC原材料的产业化要符合安全、环

保的各项法规。第二，COC（环烯烃聚合物）的聚合需采用茂金属催化剂聚合，催化剂

的开发也是重要的技术难点之一。第三，COC下游应用测试成本较高，因此会给下游

应用测试带来众多不确定性的成本。所以也需要下游客户积极配合，共同推进。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上

证 e 访谈” 栏目（网址：http://sns.sseinfo.com），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并对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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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

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 或“公司” ）分别

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3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

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关于控

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6），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精

工” ） 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盾安环境 180,000,000 股

股份，占盾安环境总股本的 19.62%，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下简称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股权存在质押，质权人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价格拟不低于 5.6 元 /

股。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盾安精工发来的《关于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

协议转让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告知函》，主要内容

如下：

盾安精工决定调整本次公开征集转让方案，即终止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平

台公开征集意向投资人， 改为盾安精工直接与意向投资人以协议方式进行转

让。

公司将与盾安精工保持密切联系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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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事业合伙人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事业合伙人计划相关

议案，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自筹资金部分股票的购买情况及进展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2021 年 2 月 20 日、2021 年 3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一员工持股计

划》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 2021 年 3 月 20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未购买股

票。

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