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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由珠海保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圣湘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生物” 或“本公司” ）于2021年5月12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珠海保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保联” ）通知，其于2021年5

月12日与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89，以下简称“圣湘生物” ）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珠海保联不再持有本公

司股份，圣湘生物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保联的通知，获悉其于2020年5月12日

与圣湘生物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珠海保联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科华生物95,863,

038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63%）转让给圣湘生物，股份转让价款合计1,950,000,000

元。圣湘生物是一家以自主创新基因技术为核心，集诊断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以

及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于一体的体外诊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圣湘生物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所涉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珠海保联 95,863,038 18.63 0 0

圣湘生物 0 0 95,863,038 18.63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珠海保联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圣湘生物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三）圣湘生物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松路680号

主要办公地点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松路680号

法定代表人 戴立忠

注册资本 4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圣湘生物属医疗器械行业，主要从事诊断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以及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戴立忠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由珠海保联变更为圣湘生物。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本次权益变动需取得相关监管部门合规性确认，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益变动报告等信息披露事项，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光大保德信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1年5月13日在

本公司网站[www.epf.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2-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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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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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1年5月21日（星期

五）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网上业绩

说明会。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卫平女士，财务管理中心总

监、董事会秘书李旭阳先生，运营管理中心总监彭建中先生，独立董事王艳女士。欢迎广大投

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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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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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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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星期

三）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星期

三）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A座16层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红兵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根据会议签名册、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及资格证明、网络投票结果等材料，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1名，代表公司股份42781234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6.6293%。

2.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公司股份425833219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66.3211%；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42583321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6.3211%。

3.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36人，代表公司股份1979124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3082%。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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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为28331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413%。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70263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163%；反对785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47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94%；反对785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40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二）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70263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163%；反对785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47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94%；反对785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40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70263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163%；反对785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47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94%；反对785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40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70263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163%；反对785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47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94%；反对785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40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70833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296%；反对728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4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713%；反对728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28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六）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股东投票

表决，表决结果为：6444725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7952%；反对785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20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47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94%；反对785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40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七）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70333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179%；反对778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

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54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065%；反对778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93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八）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269505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86%；反对7836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2%；弃权7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3%，审议

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714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5840%；反对783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594%；弃

权7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66%。

（九）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股东投票

表决，表决结果为：6444525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7921%；反对78094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1972%；弃权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7%，审议通

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45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1888%；反对780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641%；弃

权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1%。

三、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马良、李亚强

（三）法律意见：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

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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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从原办公地址“深

圳市南山区西丽茶光路一本大厦503室”迁往新的办公地址，新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波顿科技园A座1103房

邮政编码：518000

联系电话：0755-82250045

传真：0755-82251182

公司注册地址不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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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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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0日、5月11日、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

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香港起步和实际控制人章利民，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起步和实际控制人章利民均不存在筹划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

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除公

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2021年5月10日、5月11日、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2021年5月12日，公司股票滚动市盈率为-10.53，公司所属

证监会行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的滚动市盈率为43.85。公司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280,373,664.89元，同比下降295.31%，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34,098,591.39元，同比下降392.21%，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控股股东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起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起

步” ）持有公司股份192,731,9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86%，累计质押股份数量166,446,895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6.36%，占公司总股本的35.56%。公司控股股东质押比例较高，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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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起步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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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起步股份” ）股价自2021年3月26日至2021

年5月12日期间出现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的情形，触发?起步转债?的向下修正条款。公司本次不行使?起步转债?的向下修正权利。

● 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8月13日），公司如触发“起步转债” 的

向下修正条款均不行使“起步转债” 的向下修正权利。在此之后若“起步转债” 再次触发向

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起步转债” 的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发

行了5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2,000.00万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15号文同意，公司52,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起步转债” ，债券代码“113576” 。起步转债自

2020年10月16日起进入转股期，转股简称“起步转股” ，转股代码“191576”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起步转债” 自

2020年10月1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0.95元/股，因公

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自2020年6月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0.5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起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0）。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公司股价自2021年3月26日至2021年5月12日期间，出现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8.9675元/股）的情形，已触发“起步转债” 的向下

修正条款。由于截至目前公司“起步转债” 的存续时间尚短，董事会和管理层从公平对待所

有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

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紧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起步转债” 转股价格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2021年5月13日至

2021年8月13日），如再次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

方案。在此期间之后，若再次触发“起步转债” 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

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起步转债” 的向下修正权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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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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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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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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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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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7日。

3、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懿德路519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区1号楼3楼。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侯郁波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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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6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49,297,

0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744%，其中中小投资者7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68,

3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0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 337,987,75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3.682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309,2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2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9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412%；弃权 1,68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835%。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7,078,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650%；反对

49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412%；弃权 1,72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66,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38%。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47,078,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650%；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6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6,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5053%。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2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50%。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2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38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85.0216%；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109%；弃权

1,7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11.8675%。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078,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650%；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6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66,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5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350,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84.7745%；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109%；弃权

1,7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12.1147%。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545,2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4985%；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29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371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018,2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476%；反对

2,120,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6070%；弃权 15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454%。

9、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098,4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06%；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4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369,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84.9083%；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109%；弃权

1,7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11.9808%。

10、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总回避表决股数为263,215,450股。

表决结果： 同意 83,863,453�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7.4233%； 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5265%；弃权 1,76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66,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2.05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350,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84.7745%；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109%；弃权

1,7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12.1147%。

1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5,918,2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0327%；反对

3,374,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9662%；弃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1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2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50%。

1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2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50%。

1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5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97%；弃权 1,72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950%。

15、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607,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740%；弃权 1,57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507%。

1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7,11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3753%；反对

433,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240%；弃权 1,74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500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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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名称：朱奕奕、邵锴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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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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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备注： 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34� � �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2021-017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天津辖区上市公司

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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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03月11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

报告，并于2021年03月26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举行

了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21年05月19日（星期三）15:

00-16:3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2020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

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

互动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天津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董事

会秘书秦克景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邵光洁女士、董事兼财务总监张太金先生。如因行程安排

有变，出席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34� � �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2021-018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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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21年

05月13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

成，为确保相关工作的连续性，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同时，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

义务和职责。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进程，尽快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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