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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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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Greatoo� (Europe)� Holding� S.à r.l.

通过OPS-Ingersoll� Holding� GmbH向参股公司OPS-Ingersoll� Funkenerosion� GmbH提供的即

将到期的财务资助200.424万欧元展期至2022年4月20日，上述财务资助按现行汇率折算约合人

民币 1,570万元。 由于公司间接持有OPS-� Ingersoll� Holding� GmbH （以下简称“OPS�

Holding” ） 66.15%股权，公司董事郑栩栩先生担任OPS� Holding董事，公司通过OPS� Holding�

间接持有OPS-Ingersoll� Funkenerosion� GmbH�（即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OPS

公司” ）43.66%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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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展期

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1、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2011年10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通过OPS� Holding向OPS公司（即德国欧吉

索机床有限公司）提供总额约300万欧元的财务资助，期限八年（期满自动延长一年，除非在期

满前按规定发出书面通知予以终止），按年利率6%收取资金使用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1

年10月15日披露的 《关于对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9）。

公司根据董事会上述决议及公司（含全资子公司Greatoo� (Europe)� Holding� S.à r.l.，下

同）相应签订的协议，于2011年末至2012年初期间与香港力丰（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其子公

司，以下统称“香港力丰” ）通过OPS� Holding共同向OPS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合计600.4240万欧

元，其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300.4240万欧元、香港力丰提供财务资助300万欧元，并按约定收取

资金占用费。 后经各方同意，OPS公司通过OPS� Holding提前归还公司和香港力丰财务资助各

100万欧元， 因此， 公司与香港力丰通过OPS� Holding向OPS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分别为

200.4240万欧元、200万欧元。根据各方原签订的协议，上述财务资助原到期日为2020年12月20

日。

2020年12月11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Greatoo� (Europe)� Holding� S.à r.l.通过OPS� Holding向参股公司OPS公司提供的即将到

期的财务资助200.424万欧元展期至2021年4月20日。原借款协议的其余条款不变。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欧洲多国实施了“停工停产” 、“封城” 、“封国” 等防

疫封禁措施，OPS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等不时被迫暂时停摆，生产经营受到全方位的影响，

因此短期内未能取得足额的经营现金流，还款计划受到严重影响。为支持参股公司OPS公司的

持续经营发展，公司拟与香港力丰共同将上述财务资助展期至2022年4月20日，原借款协议的

其余条款不变。

2、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情况

2021年4月16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郑栩栩先

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21年4月16日，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Greatoo� (Europe)� Holding� S.à r.l.（以下简称“Greatoo� (Europe)” ）通

过OPS� Holding向参股公司OPS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

OPS� Holding注册于德国布尔巴赫， 注册资本36,931.00欧元, � Greatoo� (Europe)、Leeport�

Machine� Tool� Company� Limited（即香港力丰）、以及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持

有该公司股权的比例分别为66.1504%、33.8442%、0.0054%，该公司的董事为郑栩栩先生（公司

委派）、李修良先生（香港力丰委派）、以及Mr.� Reiner� Jung。OPS� Holding系公司及香港力丰

投资OPS公司股权的平台， 接受公司及香港力丰的财务资助并以同等条件向OPS公司提供等

额财务资助，此外未有其他业务。2020年1-12月，OPS� Holding营业收入0.00万欧元，净利润-3.

45万欧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OPS� Holding�总资产1,781.38万欧元，净资产1,336.71万欧元。

参股公司OPS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OPS-� Ingersoll� Funkenerosion� GmbH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Daimlerstra?e� 22,� 57299� Burbach，德国

4、注册资本：110,450.00欧元

5、执行董事：Reiner� Jung,� Kai-Steffen� Jung

6、主营业务：高端数控电火花机、高端立式加工中心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

7、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OPS� Holding持股66.00%，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

和 Kai-Steffen� Jung（两者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29.65%，OPS公司管理层合计持股4.35%。

8、主要财务数据：2020年1-12月,OPS营业收入2,715.16万欧元，净利润-239.85万欧元；截

止2020年12月31日，OPS公司总资产2,942.02万欧元，净资产1,318.19万欧元。

9、 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Greatoo� (Europe) � Holding� S.à r.l. 持有 OPS�

Holding� 66.15%股权，因此公司间接持有OPS公司43.66%股权。公司董事郑栩栩先生担任OPS�

Holding董事。

三、本次财务资助展期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将前期与香港力丰共同通过OPS� Holding向OPS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

400.4240万欧元展期至2022年4月20日，其中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00.4240万欧元、香港

力丰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00万欧元，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依据原协议对上

述财务资助提供担保，原借款协议的其余条款保持不变。

四、本次财务资助展期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2020年以来OPS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时处于半停滞甚至暂时

停滞状态，短期内无法取得足额的经营现金流。鉴于公司与香港力丰共同通过OPS� Holding向

OPS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即将到期，本次财务资助展期能够减轻OPS公司的资金压力，有利于

参股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本次财务资助展期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风险防控

在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的同时，OPS� Holding的其他股东香港力丰按同等条件对其提

供的财务资助予以展期、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 KG依据原协议对上述财务资助提

供担保。OPS公司的资信状况良好，财务状况较为稳健，其产品在欧洲享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及品牌美誉度，拥有宝马、大众、福特、伟世通、贝尔罗斯、西门子等高端客户，经营发展前景广

阔。公司董事郑栩栩先生作为OPS� Holding董事间接参与OPS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公司将继

续密切关注OPS公司的经营情况，加强对OPS公司财务状况的监控，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有利于参股公司OPS的经营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OPS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除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外，OPS� Holding的其他股东

香港力丰按同等条件对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予以展期、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 KG依

据原协议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担保，本次财务资助展期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展期期间

公司仍按年利率6%计收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是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根据参股公司

OPS的实际情况进行的，有利于参股公司OPS的经营发展；OPS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除公司提供

的财务资助展期外，OPS� Holding的其他股东香港力丰按同等条件对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予以展

期、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依据原协议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担保，本次财

务资助展期风险整体可控；展期期间公司仍按年利率6%计收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本

次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根据参股

公司OPS的实际情况对向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予以展期，有利于该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财务资助200.424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70万元）外，公司（含

子公司）无其他对外财务资助（不含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公司持股比例超过50%的子公司

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形。

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外，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OPS�

Holding、OPS公司及其中国全资子公司欧吉索机床（上海）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96.19万元，主要包括公司（含子公司）与OPS公司（含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机

床及机床零部件的采购或销售、以及公司就上述财务资助计收的资金占用费等。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21-018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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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6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送

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下午3:0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

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董事吴潮忠先生、李丽璇女士、林瑞波先生、吴豪

先生亲自出席会议；董事郑栩栩先生、杨煜俊先生，独立董事姚树人先生、张铁民先生、郑璟华

先生采用传真方式参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洪福先生、郑景平先生和廖步云先生，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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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郑栩栩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有利于参股公司OPS的经营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OPS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除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外，OPS� Holding的其他股东

香港力丰按同等条件对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予以展期、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 KG依

据原协议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担保，本次财务资助展期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展期期间

公司仍按年利率6%计收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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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下午4:3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的方

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洪福先生主持，监事郑景平先生、廖步云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5、本次监事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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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是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根据参股公司

OPS的实际情况进行的，有利于参股公司OPS的经营发展；OPS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除公司提供

的财务资助展期外，OPS� Holding的其他股东香港力丰按同等条件对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予以展

期、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依据原协议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担保，本次财

务资助展期风险整体可控；展期期间公司仍按年利率6%计收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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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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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刊登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1-020），公司定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

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4月2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4月23日9点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4月23日

至2021年4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猪场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暨2020年董事会年度会议及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暨2020年监事会年度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发布在2021年3

月16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 、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粮油食品

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75 新五丰 2021/4/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

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如出席人为委托代理人，除持前三项资料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外还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请持股票帐户卡、身份证，如出席人为委托代理人，除提供前二项资料外，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和方式：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21年4月16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到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此项登记手续的办理不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异地股东

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预先登记，但登记资料正本需在会议开始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地址：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20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联系电话：0731-84449593，0731-84449588-811� � � �传真：0731-84449593

（四）联系人：罗雁飞、解李貌、李程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

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猪场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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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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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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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4月16日（周五）下午1:30。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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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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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陈建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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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301,688,1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132%。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54,775,63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543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6人，代表股份46,912,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70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

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1,47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274,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5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

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1,47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274,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5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

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01,47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274,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5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

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1,47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274,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5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

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01,687,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486,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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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1,23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5%；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456,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030,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37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456,

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表决情况：同意301,47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274,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5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2,

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1,688,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487,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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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蒋成、赵小雷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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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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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下股东（非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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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股东贾龙、龙万学、范贵鹏、马平均、薛淑华、刘正银、吴传荣、杨

胜波、罗来明、刘志勇、杨培、饶毅刚、赵杰华、刘曙光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票的前

28�名股东（该部分股东为公司持股 5%以下股东，非公司现任董监高人员），其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时承诺：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直接

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

司及时予以公告。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股东贾龙、龙万学、范贵鹏、马平均、薛淑华、刘正银、吴传荣、杨胜波、罗来明、刘志勇、杨

培、饶毅刚、赵杰华、刘曙光的减持计划详见公司2020年9月1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勘设股份关于持股5%以下股东（非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

根据上述公告，上述股东计划拟减持合计不超过12,234,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截

至2021年4月16日上述股东实际减持合计9,856,5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未完成数量合计

2,378,385股。

截至2021年4月16日，股东贾龙、龙万学、范贵鹏、马平均、薛淑华、刘正银、吴传荣、杨胜波、

罗来明、刘志勇、杨培、饶毅刚、赵杰华、刘曙光的减持期间已届满。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贾龙 5%以下股东 6,510,036 2.69%

IPO前取得：3,453,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056,436股

龙万学 5%以下股东 5,339,828 2.21%

IPO前取得：2,832,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07,028股

范贵鹏 5%以下股东 5,274,795 2.18%

IPO前取得：2,798,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476,495股

马平均 5%以下股东 2,500,641 1.03%

IPO前取得：1,326,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74,041股

薛淑华 5%以下股东 2,499,458 1.03%

IPO前取得：1,260,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38,658股

刘正银 5%以下股东 2,094,989 0.87%

IPO前取得：1,111,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83,589股

吴传荣 5%以下股东 1,728,733 0.72%

IPO前取得：917,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11,633股

杨胜波 5%以下股东 778,525 0.32%

IPO前取得：346,145股

其他方式取得：432,380股

罗来明 5%以下股东 758,095 0.31%

IPO前取得：153,490股

其他方式取得：604,605股

刘志勇 5%以下股东 695,643 0.29%

IPO前取得：219,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76,343股

杨培 5%以下股东 644,755 0.27%

IPO前取得：301,7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43,055股

饶毅刚 5%以下股东 592,898 0.25%

IPO前取得：259,85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32,348股

赵杰华 5%以下股东 422,526 0.17%

IPO前取得：38,685股

其他方式取得：383,841股

刘曙光 5%以下股东 381,388 0.16%

IPO前取得：83,15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95,238股

注：上述减持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贾龙 2,149,903 0.89%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14－

15.83

33,207,758.80

未完成：

97股

4,360,133 1.81%

龙万学 1,800,000 0.75%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57－

16.78

27,737,489.00

未完成：

12751股

3,539,828 1.47%

范贵鹏 1,499,931 0.62%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20－

15.87

22,737,618.85

未完成：

69股

3,774,864 1.56%

马平均 630,000 0.2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00－

17.30

10,074,500.00

未完成：

70000股

1,870,641 0.77%

薛淑华 636,620 0.2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97－

15.43

9,670,758.40

未完成：

363380股

1,862,838 0.77%

刘正银 366,150 0.15%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50－

16.20

5,902,360.43

未完成：

50股

1,728,839 0.72%

吴传荣 432,183 0.18%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20－

17.30

6,841,929.72 已完成 1,296,550 0.54%

杨胜波 150,000 0.0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24－

14.26

2,137,500.00

未完成：

628,525股

628,525 0.26%

罗来明 230,535 0.10%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15－

17.45

3,812,454.00

未完成：

527560股

527,560 0.22%

刘志勇 695,643 0.29%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29－

16.10

10,824,847.18 已完成 0 0%

杨培 281,700 0.12%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40－

16.93

4,420,360.00

未完成：

363055股

363,055 0.15%

饶毅刚 180,000 0.075%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6.82－

17.18

3,060,700.00

未完成：

412898股

412,898 0.17%

赵杰华 422,526 0.18%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08－

15.60

6,544,982.80 已完成 0 0%

刘曙光 381,388 0.1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41－

16.21

5,894,431.38 已完成 0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4/17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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