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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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5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2020 年 3 月 10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董事长艾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

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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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三、上网公告附件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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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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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谢安源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谢安
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一职，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谢安源先生关于董事会秘书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谢安源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将在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
职务。 谢安源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所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艾纯先生提名，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聘任邹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邹镇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不存在不得担任
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任职资格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
董事对以上事项亦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聘任邹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神驰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邹镇先
生简历请见附件。

同时，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李举先

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李举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备的专业知识，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李举先
生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附件：简历
邹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助理工程师。 历任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专员；重庆云天
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办公室主任、综合管理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
事会秘书；2019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邹镇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举，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
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秦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从事融资、
证券事务工作。 2015 年 8 月至今在公司从事证券事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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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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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阶段：已受理暂未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专利权人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本次两项发明专利被宣告无效，公

司和同行业企业均可以合法、无偿地使用涉案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但公司将无
法针对已经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获得赔偿， 以及无法向市场上现存的所有使用涉
案专利技术的激光荧光投影产品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公司将无法利用涉案专利在
未来开展专利维权及运营业务并以此取得专利许可收益， 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两份《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
书》（案件编号：4W110041 号、4W110045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求人提
出的有关公司所持有的 2 项专利权之无效宣告请求准予受理。

一、本次事项的具体情况
（一）案件编号：4W110041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专利：“基于荧光粉提高光转换效率的光源结构”（专利号：200810065225.

X）的发明专利
无效宣告请求人对公司“基于荧光粉提高光转换效率的光源结构”（专利号：

200810065225.X）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5225 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经形式审
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受理。

（二）案件编号：4W110045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专利：“采用具有波长转换材料的移动模板的多色照明装置”（专利号：

200880107739.5）的发明专利
无效宣告请求人对公司“采用具有波长转换材料的移动模板的多色照明装置”

（专利号：200880107739.5）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7739 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准
予受理。

二、本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采 用 具 有 波 长 转 换 材 料 的 移 动 模 板 的 多 色 照 明 装 置 ”（专 利 号 ：
ZL200880107739.5） 和“基于荧光粉提高光转换效率的光源结构 ”（专利号 ：
200810065225.X）是公司早期核心专利，公司激光荧光投影产品使用上述专利，2018
年公司激光荧光投影产品销售额约 10.6 亿元，占 2018 年销售收入 76.49%激光光源
租赁服务业务收入约 3 亿元，占 2018 年销售收入 21.65%。

自 2013 年起包括黄庆贤、魏群、日本卡西欧、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等在内的请求人针对公司 7739 专利和 5225 专利先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多
达 20 起无效宣告请求（不含本次 2 起无效宣告请求），已有明确结果的 9 起相关决
定、裁定或判决均维持公司专利权有效，另有 7 起为请求人自行撤案，4 起仍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查部审查中。

如若上述涉案专利被宣告无效，对公司影响如下：
1、公司和同行业企业均可以合法、无偿地使用涉案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不

影响公司其他专利的有效性，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 公司将无法利用涉案专利在未来开展专利维权及运营业务并以此取得专利

许可收益。 公司主要依靠核心技术与核心器件的先进性开展激光显示产品的研发、
制造、销售以及租赁等主营业务，专利许可运营收益尚未成为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将无法针对已经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获得赔偿，以及无法向市场上现存
的所有使用涉案专利技术的激光荧光投影产品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目前公司以涉
案专利已经提起尚在审理中的侵权诉讼案件如下：

（1）公司以 7739 专利向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德浩科视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发起侵权诉讼，请求赔偿金额共计 4580 万元。

（2）公司以 5225 专利向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德浩科视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卡西欧计算机株式会社发起侵权诉讼， 请求赔偿金额共计 5280 万
元。

鉴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尚未对上述核心专利所涉及的无效宣告申请作出决定，故
该事项对本公司及公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等有关规定积极跟进本次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事项，并将及时就本事项的进展情
况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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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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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9 日、3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截止 2020 年 3 月 10 日的数据显示，公司静态市
盈率为 151.46，市净率为 8.75；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的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 68.68， 市净率为 5.40。 公司市盈
率、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9 年度，由于营业收入减少、毛利率降低、财务费用增加、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公司初步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0 万元到
-9,600 万元。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6），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了《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19-090），股东梁建中先生、梁刚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56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9 日、

3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 经公司自查，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

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

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异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截止 2020 年 3 月 10 日的数据显示，公司静态市

盈率为 151.46，市净率为 8.75；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的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 68.68， 市净率为 5.40。 公司市盈
率、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2019 年度，由于营业收入减少、毛利率降低、财务费用增加、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公司初步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0 万元到
-9,600 万元。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6），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股东减持风险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了《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19-090），股东梁建中先生、梁刚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56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中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
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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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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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0-012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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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炜先生及其配偶翁晖岚女士，二人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截至目前，王炜先生及其配偶翁晖岚女士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513309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708%。其中，二人因为实施 2018 年 8 月 28 日披露
的股份增持计划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以及其后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而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1095 股，其他股份为 IPO 前的限售流通股及 2018 年
度权益分派增加的限售流通股。

2.公司董事黄明先生因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公司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的实施持有公司股份 135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000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81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133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因个人资金需求，王炜先生及其配偶翁晖岚女士拟于 2020 年 4 月 3 日至 9 月

30 日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661095 股的其所持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26%，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2879%。

2.因个人资金需求，黄明先生拟于 2020 年 4 月 3 日至 9 月 30 日间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30000 股的其所持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296%，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2.2222%。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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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炜 5%以上第一大股东 46,694,543 46.0940% 其他方式取得：46,694,543股

翁晖岚 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 4,636,440 4.5768% 其他方式取得：4,636,440股

黄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35,000 0.1333% 其他方式取得：135,000股

说明：
1.王炜、翁晖岚所持股份，包括 IPO 前股份及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以及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获得等多种来源。
2.黄明所持股份，来自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18 年度利润分

配。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王炜 46,694,543 46.0940% 夫妻

翁晖岚 4,636,440 4.5768% 夫妻
合计 51,330,983 50.6708% —

说明：
1.公司股东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2011500 股、587250 股，持股比例
分别为 1.9856%、0.5797%。 因王炜先生作为普通合伙人实际控制该两个合伙企业，
故该两个合伙企业与减持主体王炜、翁晖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上述计划减持的股东黄明及王炜、翁晖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公

司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炜 不 超 过 ：
434835股

不超过：
0.429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434835股

2020/4/3 ～
2020/9/30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翁晖岚 不 超 过 ：
226260股

不超过：
0.2234%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226260股

2020/4/3 ～
2020/9/30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黄明 不 超 过 ：
30000股

不超过：
0.0296%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0000股

2020/4/3 ～
2020/9/30

按市场价
格

来 自 公 司
《2018 年 限
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及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

个人资金需
求

说明：
1.� 上述“计划减持比例”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2.� � 窗口期不得减持，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及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王炜、翁晖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
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市后 6 个
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王炜还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任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在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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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数
量占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针对 2018 年 8 月 28 日披露的增持计划（该计划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实施完
毕），王炜、翁晖岚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黄明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任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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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数量占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减持计划系王炜先生、翁晖岚女士、黄明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

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上述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上述减持计划所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其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200 证券简称：上海洗霸 公告编号：2020-014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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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名称“北京航天宏图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3 月 5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
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
司注册名称由“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航天宏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18 日、3 月 6 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已变更为“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1708384H

注册资本：16598.3333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8 年 01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王宇翔
营业期限：2008 年 01 月 24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测绘服务；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五金、

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日用
品；环境监测；技术检测；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066 证券简称：航天宏图 公告编号：2020-009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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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持有湘潭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317,203,12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54%，所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含本次)� 313,390,859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98.8%，占公司总股本数量的 33.13%。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湘电
集团 是 35,000,000 否 否 2020.0

3.06
2024.1
2.3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岳塘支行

11.03% 3.7%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35,000,000 11.03% 3.7%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湘电
集团 317,203,123 33.54

% 278,390,859 313,390,859 98.8% 33.13
% 0 0 0 0

合计 317,203,123 33.54
% 278,390,859 313,390,859 98.8% 33.13

% 0 0 0 0

三、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1、湘电集团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到期时间 到期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

对应的融资余额
（亿元）

半年内（2019 年 7
月 2日） 60,000,000 18.92 6.34 2.5

一年内（2020 年 9
月 12日） 136,390,859 43 14.42 9.4

一年内（2020 年 11
月 29日） 10,000,000 3.15 1.06 0.4

一年内（2021 年 1
月 21日） 30,000,000 9.46 3.17 1.45

湘电集团将通过自筹资金、 银行授信及盘活相关资产来偿还到期股权质押资
金。

2、湘电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4、本次质押所融资金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还款来源均为自有及自

筹资金以及银行贷款和资产处置。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最近一
年（2019
年未审
计报表）

2052610.50 2020040.22 927850.12 1780119.
26 32570.28 571821.9

9
-179533.

12 34243.37

最近一
期（2020
年 2月
未经审
计）

2040443.15 2017462.26 923689.04 1803915.
60 22980.90 49651.44 -9276.32 15147.98

6、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负债
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 /流
动负债比

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

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

额
对外担保

98.87
% 0.68 0.52 0.84%

银行、融资租
赁、债券（银行
授信额度

1503958.59万
元）

无 无
湘电集团对参股单位
新能源公司担保贷款

242,032.77万元

7、湘电集团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发行可交换债券，债券票面余额 9.4 亿，未来一
年内需偿付的债券本息金额是 10.06 亿，债项信息不存在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8、截止目前，湘电集团相关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
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湘电集团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应对平仓风险。 如出现其
他重大变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20 临-040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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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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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0 号中国铁建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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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30,080,20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036,041,8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94,03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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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66085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135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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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奋健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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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王化成董事、辛定华董事、承文董事、路小蔷

董事以电话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曹锡锐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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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3,137,355 99.816594 10,115,540 0.143767 2,788,984 0.039639

H股 652,586,956 82.185826 141,451,365 17.81417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7,675,724,311 98.028681 151,566,905 1.935700 2,788,984 0.03561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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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3,899,755 99.827430 9,353,140 0.132931 2,788,984 0.039639

H股 653,988,956 82.362392 140,029,365 17.635089 20,000 0.002519

普通股
合计： 7,677,888,711 98.056323 149,382,505 1.907803 2,808,984 0.03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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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
案

80,400,765 86.169569 10,115,540 10.8413
36 2,788,984 2.9890

95

2

关于修订《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
案

81,163,165 86.986671 9,353,140 10.0242
34 2,788,984 2.9890

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东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雨微、李欲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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