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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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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于2021年5

月12日下午16:00-17:00，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郭茂

先生、董事会秘书谢佳女士参加说明会，并就投资者关注的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

与沟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郭董事长，您好。 上海再升将包括哪些职能部门，是否有生产线投入？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再升科技（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1年5月完成工商

注册登记手续，公司意向租赁大飞机航空产业园厂房，新购相关设备，建立配套材料性

能研究实验室，在隔音隔热毯、航空电缆PTFE膜、飞机用空气过滤器、飞机用油过滤

器、航空冷藏箱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方面开展经营。 再升将进一步发挥核心原材料

技术优势，通过入驻大飞机航空产业园有利于继续发挥公司的产业链延伸能力，打通

从材料到制品的布局，开拓商用飞机、机场冷链物流配套及直供市场，形成公司未来新

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

因公司为商用飞机、 机场冷链物流配套的相关产品目前还处于市场拓展初期，产

品研发、推广和销售还需要较大的市场投入和资金花费；短期内相关市场需求特别是

新装市场需求较小，时间周期较长，未来能否盈利、何时盈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素；

大飞机航空产业园厂房尚未正式交付且预计建设时间较长，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仍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谢谢！

问题2： 请问截止5月10日，股东人数为多少？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截止5月10日，公司股东人数为36840户。

问题3：领导您好，请问公司的干净空气材料可以解决空气中哪些污染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空气中的污染物包括颗粒物（如PM2.5、PM1颗粒）、细菌

病毒、气态分子（VOCs）等等。公司的多种核心过滤材料可针对不同需求，不同应用场

景进行有效过滤，并已在电子无尘室、医院、防毒防化等过滤领域多有应用。 公司“干

净空气” 领域的玻纤滤料、高效低阻熔喷滤料、高效PTFE膜、微静电过滤等材料，可以

有效解决空气中各种污染物。 随着先进制造、产业升级、美好生活的不断发展，干净空

气产品也将为生活环境、生产环境、运行环境提供更多保障。 谢谢！

问题4：公司2020年，口罩及熔喷布业务大幅增长，在2021年，失去这部分利润后，

会不会导致净利润负增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年疫情突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携手抗疫，紧急

召集科研人员对医用防护口罩的研发，报告期内公司低阻熔喷材料及个体防护产品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31,257.82万元。 面对2020年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公司保持定力，除口

罩外的其他主营产品仍保持了较好增长。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78%,干净空气产品（主要包

括玻璃纤维空气过滤纸、高效PTFE膜、熔喷材料、净化设备等）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0.80%，其中玻璃纤维空气过滤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7.97%；口罩及熔喷材料

营业收入下降，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62%；高效节能产品（主要包括VIP芯材、AGM隔

板、超细玻璃纤维棉等）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55.43%。

公司个体安全防护口罩产品是公司“干净空气” 产品之一，占公司业务收入比重

较小。除口罩外，公司产品还可应用于工业制造、核电工业、室内公共空间消费市场、畜

牧业、农业、生物安全实验室、公共卫生中心等领域，为房间带上“大口罩” ，实现“干

净空气” 使命，努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问题5：目前公司应收帐款较多。 最近网上质疑牧原股份的较多，它也是贵公司大

客户，牧原股份有没有出现延迟付款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坏账，出现后有没有应对措

施。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中年底应收账款为4.87亿元，2019年

财务报告中年底应收账款为4.47亿元。 公司致力于为全球优质客户服务，在畜牧业养

殖领域，采用猪舍新风等举措来增强养殖场对疫病的防护日益成为更多优秀养殖企业

的选择。 公司为牧原股份、新希望、双胞胎等多家头部企业提供核心过滤材料及设备，

为有效降低病毒传播扩散提供了可靠的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执行一贯稳健的信用政

策，制定了严格的销售及回款制度，并按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坏账计提，因畜牧业养殖

领域销售收入和客户结构的变化，相关应收账款增大但总体风险可控，公司也将积极

关注行业情况，保障应收货款安全。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6：请问一季度高效节能收入板块中VIP芯材和AGM的收入占比是多少呢，谢

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高效节能产品（主要包括VIP芯材、

AGM隔板、超细玻璃纤维棉等）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55.43%，其中VIP芯材收入

占高效节能产品比例11.65%，AGM隔板收入占比17.02%，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7：郭总，您好，关于再升的应收账款越来越多，这是不是行业特性，以及公司

的战略（要抢占市场），另外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汇总表中宣汉正原从2017年资金拆

借款5.8亿一直上升到2019年的7.7亿，数额越来越大，而且还不是经营资金往来，公司

2020年Q3季度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总资产才27.45亿，如此巨额的资金占用，请问这些

资金拆借款的具体用途，以及宣汉正原如何保证能够归还资金，公司有何措施进行监

控，还请详细答复下，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宣汉正原是再升科技的全资子公司，2020年底资金拆借为

5.95亿元，资金占用较大的原因：1.公司部分募集项目，是母公司募集资金后变更为宣

汉正原具体实施，由母公司拨付资金给子公司形成往来；2.集团采用银行综合授信给

母公司，子公司涉及资金需求时，由母公司借款后拨付给子公司。 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关注，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

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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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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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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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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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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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鼎园区厂房A11栋101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庆芳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1,757,899,41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05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12,821,7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7%。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6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70,721,1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6.6071%；其中中小股东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87,524,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866%。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84,2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股数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87,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78％；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77％； 弃权股数3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84,2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股数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87,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78％；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77％； 弃权股数3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84,2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股数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87,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78％；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77％； 弃权股数3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84,2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股数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87,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78％；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77％； 弃权股数3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714,4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

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517,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7%；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94,7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数2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

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98,0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698%；反对股数2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02%；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87,517,72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23%； 反对股数6,7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

联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数为1,534,242,198股，关联股东集辉国

际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数为148,954,568股， 以上关联股东对本提案回避表

决。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517,721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81,9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反对股数9,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

股数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85,2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52%；反对股数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3%；弃权股数3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9、 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714,4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

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517,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对股数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7%；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 审议通过《关于〈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77,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股数4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

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481,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05%；反对股数4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95%；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97,5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股数2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

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500,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730%；反对股数2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7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770,697,5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股数2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

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87,500,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730%；反对股数2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7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蒋雪雁律师、梁福欢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

司章程》；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关联股东在相关议案中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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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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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鹏鼎控股（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1年 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

号一一股权激励》等相关法律、法律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查询，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

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 （即2020年10月20日至2021年4

月2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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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

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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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4月22日及2021年4月29日出具

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人

员在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的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上述自查期间，共有115名激励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 经公司核查及上述人员

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115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亦未通过

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及时点安排，其本人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是完全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及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 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

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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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控制在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表》登记的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

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

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 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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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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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2号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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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6,07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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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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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长吴志雄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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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3人，董事徐春梅女士、董事宫志松先生、董事杨鹏先

生、独立董事王浩先生、崔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陈周明先生因公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吴丽卿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陈平先生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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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5,784 99.9886 28,000 0.011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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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5,084 99.9883 28,700 0.011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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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4,184 99.9880 1,600 0.0007% 28,000 0.011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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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4,184 99.9880 29,600 0.012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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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4,884 99.9883 28,900 0.011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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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2,755 99.5705 29,600 0.429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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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4,184 99.9880 29,600 0.012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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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4,184 99.9880 29,600 0.012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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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4,184 99.9880 29,600 0.012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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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13,484 99.9755 60,300 0.024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独立董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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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14,184 99.9758 59,600 0.024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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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432,972 99.4581 29,600 0.5419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0年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5,432,972 99.4581 29,600 0.5419 0 0.0000

7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5,432,972 99.4581 29,600 0.5419 0 0.0000

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5,432,972 99.4581 29,600 0.5419 0 0.0000

9

关于续聘2021年度公司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432,972 99.4581 29,600 0.5419 0 0.0000

10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1-2023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5,402,272 98.8961 60,300 1.1039 0 0.0000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及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5,402,972 98.9089 59,600 1.091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关于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股东已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议案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为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孔慧霞女士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独立董事2020年

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晖、李孔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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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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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

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2.0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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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

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止到2021年5月1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9,795,63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05%，最高成交价为9.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94元/股，成交金额83,035,488.7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

12.00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对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具体说明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4月6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3月29

日至2021年4月2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2,708,142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

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5,677,035.50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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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1年度天津辖区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举行2020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情况，公司将参加2021年05月

19日 （周三）15:00-16:30在全景网举办的2021年度天津辖区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同

时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情况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 ，（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毅先生、财务总监孙喆先生、董

事会秘书邬彤先生、独立董事孙卫军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8日（周二）下午15:00前将相关问题通

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邮箱：ir@jiuan.com，公司将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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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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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路20号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31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799,6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799,6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18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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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赵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

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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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秀媛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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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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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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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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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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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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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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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0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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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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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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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7,762,906 99.9028 36,714 0.097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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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7,426,732 99.5080 36,714 0.4920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426,732 99.5080 36,714 0.4920 0 0.0000

8

《关于确认2020年度公司

董事薪酬的议案》

7,426,732 99.5080 36,714 0.4920 0 0.0000

9

《关于确认2020年度公司

监事薪酬的议案》

7,426,732 99.5080 36,714 0.4920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7,426,732 99.5080 36,714 0.492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鑫、卜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

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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