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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海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实施

焦炭项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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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8日、2020年12月4日分别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海外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实施焦炭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1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海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实施焦炭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04）。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1年4月15日，公司子公司海南金满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金满成” ）办

理完成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39,000万元，并取得了由海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海南金满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三楼4001

法定代表人：林国强

注册资本：39,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5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离岸贸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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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无船承运业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生产性废旧

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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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通过子公司海南金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海南金满成增资3.4亿元，相关事项在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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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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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幸福路8号南钢办公楼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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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61,52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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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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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黄一新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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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张良森、陈传明、王翠敏通过腾讯会议系统参会；

董事应文禄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刘红军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唐睿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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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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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4,025,443 99.8198 1,862,700 0.0447 5,634,800 0.1355

2、议案名称：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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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4,025,443 99.8198 1,862,700 0.0447 5,634,800 0.1355

3、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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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4,025,443 99.8198 1,862,700 0.0447 5,634,800 0.1355

4、议案名称：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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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4,034,443 99.8200 1,862,700 0.0447 5,625,800 0.1353

5、议案名称：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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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660,243 99.9552 1,862,700 0.0448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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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137,043 99.9426 2,385,900 0.057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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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642,643 99.9548 1,871,300 0.0449 9,0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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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448,846 99.5176 1,862,700 0.0447 18,211,397 0.4377

9、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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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841,633 76.5931 127,983,088 23.4041 15,000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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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645,243 99.9548 1,862,700 0.0447 15,000 0.0005

1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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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962,021 99.6566 1,862,700 0.3406 15,000 0.0028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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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651,243 99.9550 1,862,700 0.0447 9,000 0.0003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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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3,530,855 96.9243 127,983,088 3.0753 9,000 0.0004

1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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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865,421 99.6389 1,862,700 0.3406 111,600 0.0205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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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7,330,507 96.2948 148,516,171 3.5687 5,676,265 0.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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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工作报告 539,342,221 98.6289 1,862,700 0.3406 5,634,800 1.0305

2 监事会工作报告 539,342,221 98.6289 1,862,700 0.3406 5,634,800 1.0305

3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39,342,221 98.6289 1,862,700 0.3406 5,634,800 1.0305

4 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 539,351,221 98.6305 1,862,700 0.3406 5,625,800 1.0289

5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544,977,021 99.6593 1,862,700 0.3407 0 0.0000

6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44,453,821 99.5636 2,385,900 0.4364 0 0.0000

7

关于2020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及独

立董事津贴情况的议案

544,959,421 99.6561 1,871,300 0.3422 9,000 0.0017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26,765,624 96.3290 1,862,700 0.3406 18,211,397 3.3304

9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的议案

418,841,633 76.5931 127,983,088 23.4041 15,000 0.0028

10

关于2020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

544,962,021 99.6566 1,862,700 0.3406 15,000 0.0028

11

关于2020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

情况的议案

544,962,021 99.6566 1,862,700 0.3406 15,000 0.0028

12

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额度的议案

544,968,021 99.6577 1,862,700 0.3406 9,000 0.0017

13

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额

度的议案

418,847,633 76.5942 127,983,088 23.4041 9,000 0.0017

14

关于2021年度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544,865,421 99.6389 1,862,700 0.3406 111,600 0.0205

15

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392,647,285 71.8029 148,516,171 27.1589 5,676,265 1.03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议案6《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7《关于202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的议案》、议案9《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的议案》、议案10《关于2020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议案11《关于

2020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议案12《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

度的议案》、议案13《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额度的议案》、议案14《关于2021年度新

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议案9《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

案》、议案11《关于2020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议案14《关于2021年度新增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时，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回避对

该等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焦翊律师、杨韫晖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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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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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九阳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在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六个月（即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3月31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请况

公司在策划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

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

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表》登记范围内。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4月8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1名内幕信息知

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上述人员外，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前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内幕知情人关系 买卖期间 合计买入股数（股） 合计卖出股数（股）

姚萌 核心骨干人员 2020.11.03-2020.11.05 7,100 0

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于知晓本次激励计划之前， 其在核查期

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且未在敏感期间内买卖，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4月8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52名激励对象（其中1

名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经公司核查， 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

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其在上述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时， 除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经核查，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42� � �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9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姜广勇、高级管理人员裘剑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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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姜广勇、高级管理

人员裘剑调《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书》，上述股东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10月16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

期则不减持）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姜广勇持有公司股份22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91%；本次计划减持不超过55,

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73%；

裘剑调持有公司股份10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39%；本次计划减持不超过26,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35%。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姜广勇持有公司股份22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91%。

2、截至本公告日，裘剑调持有公司股份10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3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股权激励计划；

3、减持数量及比例：姜广勇拟减持5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73%，裘剑调拟减持

2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35%，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事项，计划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1年5月13日至

2021年10月16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承诺履行情况

姜广勇、裘剑调承诺：“在任职期间持有公司股票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50%。”

截止公告日，姜广勇、裘剑调一直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其他有关说明

1、姜广勇、裘剑调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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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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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姜广勇、裘剑调签署的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书。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42� � �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7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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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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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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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下沙银海街760号 杭州公司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9日（星期五）

6、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韩润女士。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2名，代表股份466,419,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7975%。

1、现场会议情况

投票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股份386,303,7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354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7名，代表股份

80,115,6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3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1名，代表股份81,895,67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5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数384,523,

746股。

表决结果：同意81,894,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

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81,894,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99.9987%；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2%。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2,98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05%；反

对13,430,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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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8,4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83.6005%； 反对13,430,4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399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3、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4,584,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25%；反

对11,834,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73%；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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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60,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85.5483%； 反对11,834,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4504%；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2%。

4、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4,584,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25%；反

对11,834,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73%；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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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60,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85.5483%； 反对11,834,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4504%；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2%。

5、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4,584,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25%；反

对11,834,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73%；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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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60,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85.5483%； 反对11,834,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4504%；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晗、费原是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300530� � � �证券简称:达志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5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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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21� 年1月30� 日披露了

《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4）。 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亏损3,800.00万元–5,200.00万元（未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9,500.00万元–10,900.00万元，预计营业收入为10,500.00万元–12,500.00万元。公司2020年存

在贸易业务，相关营业收入约2500万元。如前述贸易业务带来的营业收入被调整或被认定为

应扣除的营业收入，则可能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如果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将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

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规定的情形，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 “退市风险警

示”的风险。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如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披露2020年度报告同

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公司股票于公告后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

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1-016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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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4

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6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厉宝平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厉宝平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均事

前认可了该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1-017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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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联交易概述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 或“公司” ）向南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华发展” ）100%控股的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英洛华引

力” ）以货币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5,200万元。增资后英洛华引力注册资本金由5,000万元增

加至10,200万元，公司持有其50.98%股权，南华发展持有其49.02%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南华发展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公司对英洛华引力增资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共有董事7名，其中关联董事徐文财、胡天高、厉宝平回避

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全票同意通过上述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公司独立董

事同意，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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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

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南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6楼606室

（三）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四）法定代表人：韦洪涛

（五）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人民币

（六）成立日期：1994年12月12日

（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28621U

（八）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国内贸易代理；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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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九）控股股东：横店经济发展促进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

会存在关联关系。

（十）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南华发展资产总额274,253.84万元，负债总额93,595.80万元，净

资产180,658.04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775,724.03万元，净利润4,169.14万元（经审计）。

（十一）南华发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公司

（二）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大道

（三）法定代表人：张晓伟

（四）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五）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7日

（六）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磁性材料销售；磁性材料生产；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微

特电机及组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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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八）本次增资方式：公司以货币方式进行增资

（九）本次增资前后的股东结构表：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英洛华 0 0 52,000,000 50.98

南华发展 50,000,000 100.00 50,000,000 49.02

合计 50,000,000 100.00 102,000,000 100.00

（十）截至2021年3月31日，英洛华引力资产总额1,951.13万元，负债总额15.25� 万元，净资

产1,935.88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未经审计）。

（十一）英洛华引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英洛华引力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

情况。

四、本次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英洛华引力以货币方式进行增资，将增强该公司的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同时延伸

公司磁性材料组件产业链，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为了加强对英洛华引力的经营管理，促进

产业快速发展，其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由公司直接派驻。本次增资后，英洛华引力将并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增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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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自2021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南华发展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0元。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南华发展未进行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对英洛华引力增资系市场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

厉宝平先生已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定价亦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英洛华引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368� � � � �证券简称：汇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号

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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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5日，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1年4月17日在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368� �证券简称：汇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号

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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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5日，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

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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