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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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及相关费用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

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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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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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 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深圳市政府近期发布了《深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提出减免非国有企业、个体工商户两个月
物业租金等 16 项措施。

为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快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综合
考虑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物业租户带来的负面影响，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应对
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及相关费用的议案》，以切实减轻租户经营压力，与客户共

渡难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减免租金安排情况
（一）减免租金的物业范围：公司及所属企业在深圳市内自有物业（产业园区、

厂房、创新型产业用房、写字楼、商铺、仓储物流设施、配套服务用房等）；
（二）减免对象：承租上述物业范围的非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及个体

工商户；
（三）涉及物业面积：约为 32 万㎡；
（四）减免期限：2 个月；

（五）减免租金预计金额：不超过 8,254 万元，具体减免金额以实际执行金额为
准；

（六）为确保本扶持措施能够尽快、有序、高效实施，董事会将授权公司经营班
子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上述扶持措施的相关事宜。

二、本次减免租金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减免租金安排预计对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的影响金额约为 8,254 万

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比例约为 5.12%；对公司 2020 年归母净利润的
影响约为 5,088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 182.69%。 本次减免租
金安排对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据，仅为投
资者了解本安排对公司的影响所用，最终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公司提醒投资者审

慎使用该等数据。 本次减免租金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二） 本次减免租金安排， 是公司响应政府号召， 帮助客户稳定经营的重要举

措，亦是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
形象及影响力、有助于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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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７４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１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雪龙集团”，股票代码为“６０３９４９”。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６６元 ／股，发行数量为３，７４７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２４８．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９８．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７４．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３，３７２．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３，６２５，６８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２５，７０１，１５９．４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９７，３１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２３２，０２０．５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７４３，３９４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７，３９１，３６８．０４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６０６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５，６５１．９６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郑化先 郑化先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２ 王建平 王建平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３ 黄云乐 黄云乐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４ 尚海英 尚海英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５ 徐惠民 徐惠民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６ 刘剑芬 刘剑芬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７ 马丽 马丽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８ 王素勤 王素勤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９ 施振伟 施振伟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０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１ 福建省华银铝业有限
公司

福建省华银铝业有
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 靳坤 靳坤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３ 张欣 张欣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７８９．００ １

１４ 管江华 管江华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７８９．００ １

１５ 桂有樑 桂有樑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７８９．００ １

１６ 赖伟杰 赖伟杰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７８９．００ １

１７ 范建刚 范建刚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７８９．００ １

１８ 叶明 叶明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７９３．００ １

合计 ５，４００ ６８，３６４．００ ２２，７３８．００ ３，６０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００，９２２股，包销金额为１，２７７，６７２．５２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７％。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１５１、６６３３８１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２，４８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８３０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４８７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３１％，网上初始发行
股数为９８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９．６９％。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聚杰微纤”Ａ股９８７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Ｔ＋２
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
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９０３，２０８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８４，８２０，１１３，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６９，６４０，２２６个，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６９６４０２２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５９３．７２９７９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３１％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４８．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３８．３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６３８８７８８２％，有效申购
倍数为３，７８９．４８８１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Ｔ＋１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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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相关要求，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对计提 2019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概述
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每年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现行

会计政策确定的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近年来，按照国家“房住不炒”的总基调，各地采取了“因城施策”、“一城一策”

的调控政策，公司在部分地区的部分项目受到地方限价等政策的影响。 2019 年，经
公司对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减值测试后，发现 9 个项目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对
这 9 个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8,148.08 万元。

二、本次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期末已完工房地产项目结存的开发产品，以估计售价
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应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对于期末未完工房地产项
目开发成本及拟开发产品，以估计售价减去至计划完工后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应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估计售价区分为已预售及未售部分，已预售部分按照
实际签约金额确认估计售价，未售部分按照近期销售均价或类似开发物业产品的市场销
售价格结合项目自身定位、品质及销售计划综合确定。

按照上述办法，公司对重庆金科公园王府，安徽海昱东方、都荟大观，四川金科
东方雅郡、双楠天都、金科天宸、金科集美天宸，山东东方博翠，江西金科集美公馆
项目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653.24 万元、16,410.97 万元、4,817.80 万元、2,995.18
万元、1,275.78 万元、3,643.90 万元、2,780.58 万元、52,128.25 万元、9,442.38 万元，合
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8,148.08 万元。

为了保证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针对本年度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项目，公司内部进行减值测试，同时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
构予以评估复核。 上述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尚需审计机构在年报审计时予以审核。

三、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年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98,148.08 万元， 将影响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减少 98,148.08 万元， 影响公司 2019� 年度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2,541.57
万元，影响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95,606.51 万元。 后续
公司将结合外部环境及市场情况，努力提升上述项目经营能力，尽可能减少存货跌
价准备的实际影响。

四、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最终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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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19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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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0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行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 ?路演天
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曹治年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秦军先生、独立董事刘利剑先生、保
荐代表人康自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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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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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日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深

赛格”） 尚持有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华控赛格”， 股票代码：
000068）股票 161,152,846 股，占华控赛格总股本的 16.01%；

2.� 本次减持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但最终投资收益的具体金额及相关
财务数据受实施时的市场环境影响，目前尚无法测算；

3.� 本次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本次减持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事项概述
为更好地发挥公司存量资产效益，改善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公司拟减持本公

司所持有的华控赛格股票。 公司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遵照相关法律规定，根据证券市场情况择机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出售不超过 19,227,425 股华控赛格股票（占华控赛格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91%）。
二、具体股份减持计划
项目 具体内容

减持人名称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减持目的 发挥公司存量资产效益，改善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

持股数量及比例 161,152,846股，占华控赛格总股本比例 16.01%

减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或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减持时间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减持数量及比例

减持数量不超过 19,227,425股（占华控赛格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91%）。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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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华控赛格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公司在任
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华控赛
格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减持价格 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所持股份为华控赛格原非流通股股份，已于 2009年因华控赛格实施股权
分置改革而解除限售。

收入使用计划
减持华控赛格股票获得的资金拟主要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公司多元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主营业务；
二是偿还银行借款，改善公司的贷款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说明：
1.若计划减持期间华控赛格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

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2.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公司将停止减持股份。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深赛格将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的变

化而仅实施部分计划的可能性。
（二）公司本次减持的股份系公司持有的华控赛格原非流通股股份，适用于《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三）深赛格不属于华控赛格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华控

赛格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深赛格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证券监管、国资监管相关规定规范操作，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华控赛格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减持计划对深赛格的影响：通过本次减持华控赛格股份，将增加本公司

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
（七）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规范操作上述减持事项。 本

减持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B 公告编号：2020-010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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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2020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14：50 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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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9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 年 3 月 19 日 9:15� 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2020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
B 股股东应在 2020 年 3 月 9 日（即 B 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

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七）出席对象：
1.截止 2020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 股的最后交易日为 2020 年 3 月 9
日），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 31 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1：《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及相关费用的议案》
议案 2：《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 2020 年 3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公

告”、“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 1：《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及相
关费用的议案》 √

2.00 议案 2：《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时间：2020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9：00-14:50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 31 楼 董事会办公室
（四）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方式：董事会办公室 石广胤、曾艳
电话：0755-8374� 7759、0755-8374� 1808
传真：0755-8397� 523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 31 楼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028
（六）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
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A/B 股）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附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058”，投票简称：“赛格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9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9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 2：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A/B 股）

兹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于深圳市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 31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 委托人姓名：
2.� 委托人股东账号：
3.�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委托人持股数：
5.� 股东代理人姓名：
6.�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7.� 股东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是 /� 否
8.�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 1：《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
及相关费用的议案》 √

2.00 议案 2：《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
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

9.� 股东代理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是 /� 否
10.� 如果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的

具体指示：
（1）对关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提案投赞成票；
（2）对关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提案投反对票；
（3）对关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提案投弃权票。
11.�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否
委托人签名（盖章）(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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