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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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为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及收益率，公司拟将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梅

川路祥和名邸的房产一套，以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林评字【2019】236 号）
评估确认的 717.05 万元为交易价格依据，通过公开挂牌转让，初始挂牌价格不低于
评估值，处置价格以实际成交价为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项标的资产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交易对方存在不确定性，尚不确定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待确定买受人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成交价格、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等事宜。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坐落：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 1333 弄 41 号
房产证号：沪房地普字（2007）034106 号
产权证登记日期：2007 年 11 月 12 日
规划用途：住宅

楼层：3/16
建筑面积：129.94㎡
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
土地使用期限：2002 年 7 月 23 日至 2072 年 7 月 22 日
（二）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情况
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受公司的委托，对

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林评字【2019】236 号）。
经比较法评估，标的资产账面净值为 120.36 万元，评估值为 717.05 万元，增值

596.69 万元，增值率 495.78%。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建筑物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

名称
详细座
落地址 结构 建成

年月
计量
单位

建筑面积
/容积

账面
净值

评估价值

单价 总价

1
沪房地普
字（2007）
034106号

祥和
名邸

上海市普陀区
梅川路 1333弄

41号
钢混 2005年 ㎡ 129.94 120.36 5.52 717.05

合计 120.36 717.05

注：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和人工、机械、材料费的上涨以及住房需求的增加造
成评估值增减。

2.权属情况
本次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三、交易的主要安排
本次处置房产事项系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 最终交易对手和交易

价格将通过公开挂牌确定。 公司将在受让方确定后签署房产转让协议。 除此之外，
本次交易暂无其他安排。

四、出售房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处置房产的目的是为了节约相关费用，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待标的资产被摘牌后

方可确定。
五、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处置房产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不限于挂
牌、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转让手续等。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出售闲置房产，是根据公司优化和盘活资产的需要，

节约了相关费用，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展目标；本事项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公司评估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出售不动产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此次对闲置房产进行出让处置，系为了优化资产结构，节约相关费用。 公

司前期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评估公司对该处房产进行评估， 交易价格
按市场原则进行，遵循自愿、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资产评估报告（中林评字【2019】236 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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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不动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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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完成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124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

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7.4346
万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比例为 0.006%，回购价格为 24.633
元 / 股，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6,757,965.09 元。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41,458.5265 万股减至 441,431.0919
万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周涛等 124 名原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
人员合计持有的 27.4346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
24.633 元 / 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年 4月 25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以及《关于核实〈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 年 5 月 12 日，公司公告披露《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5、2018 年 6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
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18 年 7 月 6 日， 公司董事会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
作，授予日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9 日。 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对象为 1139 人，首次授予的股份数量为
523.1982 万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 0.12%。

7、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顺丰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为授予日，授予 26 名激励对象 43.0962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公告披露《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限制性股票作废的公告》，2018 年限制性股票部分已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作
废。

9、2019 年 1 月 3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2019 年 1 月 23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34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7278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24.511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9 年 3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 1105 名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及 37 名因
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262.8136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4.581 元 / 股。

11、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关于因权益分派事项调整公司回购注销 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经调整，上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4.369 元 / 股。
12、2019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9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124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全部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7.4346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4.633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及定价依据
1、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离职的周涛等 124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27.4346 万股，占回购前已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523.1982 万股
的 5.24%，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 441,458.5265 万股的 0.006%。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1）由于公司周涛等 124 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八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
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二）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
裁员（非因前述第（一）项原因导致与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而离职，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并由公司按本计划的规
定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离职前需缴纳完毕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

（2）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
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之“（二）、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之派息”的规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 若公司发生派息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
如下：派息：P1＝P0-V� 其中：V 为每股的派息额，P1 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P1 仍需大于 1，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公司确定 2018 年 6 月 13 日为首次授予日， 授予价格为 24.33 元 / 股， 于 2018
年 7 月 6 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8 年 7 月 9 日。 在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公告了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未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
去公司回购专用股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 元（含
税），并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实施完毕，因此 P1＝P0-V=24.33-0.21=24.12 元 / 股。

（3）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九
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之“（一）、回购注销的原则”：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发生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情形的，回购价
格 = 授予价格×（1+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的天数÷365
天）。 注：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含当天）起计算利息到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议案之日（不含当天），不满一年按照一年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
一年不满两年按照一年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满两年不满三年按照两年同
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27.4346 万股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本次资金使用期限，确定为一年期，因
此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为 1.50%。

P2＝P1×（1+1.50%×D÷365）=24.12×（1+1.50%×517÷365）=24.633 元 / 股。
其中：P2 为回购价格，P1 为授予价格，D 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

距离限制性股票登记的天数。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4.633 元 / 股。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为 6,757,965.09 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441,458.5265 万股减至 441,431.0919 万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份 68,891,054 1.56% -274,346 68,616,708 1.55%
二、无限售流通股份 4,345,694,211 98.44% - 4,345,694,211 98.45%
三、总股本 4,414,585,265 100.00% -274,346 4,414,310,919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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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确认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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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确认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根据延伸产业链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对持股 10%的参股公司云南胜凯锌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胜凯锌业”）进行增资扩股，持股比例增至 51%，并将胜凯锌业纳入
控股子公司管理。 为此，2019 年 11 月 1 日，公司与胜凯锌业签订《资产租赁协议》，
公司租用胜凯锌业的生产线，租赁合同每月一签订，租赁期限直到公司完成增资为
止，租金费用 8 万元 / 月，由公司自行组织锌合金生产，所产锌合金的所有权归公
司，销售及收款均由公司实施。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公司将所产锌合金直接销售至下游客户上海缙昭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缙昭”）。

最近，公司拟向胜凯锌业增资扩股，故安排了对胜凯锌业进行相关检查，并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现， 胜凯锌业于 2019 年 11 月、12 月期间向上海缙昭采购公司
所产锌合金 2330.37 吨，价值 42,120,122.24 元：于 2020 年 1 月、2 月期间向上海缙昭
采购公司所产锌合金 1822.15 吨，价值 32,937,957.82 元。 公司和与公司有关联关系
的自然人均与上海缙昭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是，公司与胜凯锌业存在关联关系。 经
公司审慎判断，将上述交易视同公司与胜凯锌业的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进行追
加确认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关
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1 日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长家湾（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大楼内）
法定代表人：李东俊
公司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锌合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有色金属新材料、

新能源建筑建材、生物技术机械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金
属材料、矿产品金属制品、橡胶制品、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许可项
目）、燃料油、天然气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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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胜凯锌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925,437,716.87 元， 净利润为
559,909.83 元，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为 19,107,999.25 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直接持有胜凯锌业 10%股份，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担任胜凯锌业副董

事长（已辞职），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针对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公司以市场公允价值向上海缙昭销售的，同时

胜凯锌业向上海缙昭采购的 2330.37 吨， 价值为 42,120,122.24 元的锌合金的交易；
2020 年 1 月至 2 月期间，公司向上海缙昭销售的，同时胜凯锌业向上海缙昭采购的
1822.15 吨，价值为 32,937,957.82 元的锌合金的交易以及胜凯锌业与上海缙昭已签
订合同尚履行的约 1100 吨的采购交易，经公司审慎判断，对上述交易视同公司与胜
凯锌业的关联交易。

公司此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自愿、公平、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
与交易对方达成交易协议，双方按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 报告期内公司与胜凯锌业共累计发生 77,794.27 万元的锌

水交易，此项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追加确认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是公司拟向胜凯锌业增

资扩股中，安排对胜凯锌业进行相关检查，并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现的，公司以市
场公允价值向上海缙昭销售锌合金产品，在市场上被胜凯锌业采购，公司和与公司
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均与上海缙昭贸易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是，公司与胜凯锌业存
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审慎判断，认为胜凯锌业与上海缙昭的锌合金购销交易行为，

可能导致公司被动地与关联方胜凯锌业产生了间接交易，基于审慎性考虑，将上述
公司销售给上海缙昭的锌合金交易行为，视同为公司间接与关联方胜凯锌业的锌合
金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没有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追加确认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是基于审

慎、合规考虑需要所进行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一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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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3 月 13 日，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厦门泛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泛华”）通知，厦门泛华向王秀
金协议转让公司普通股股份 16,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1%）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0 年 2 月 17 日，厦门泛华与自然人王秀金签署了《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厦门泛华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普通股股份 16,2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1%，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王秀金。
公司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1）。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数量 16,200,000 股，股

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

例（%）

厦门泛华集团有限公司 60,804,827 18.80% 44,604,827 13.79%

王秀金 0 0 16,200,000 5.01%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完成后，厦门泛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4,604,827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由 18.80%下降至 13.79%，仍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王秀金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16,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1%，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

东。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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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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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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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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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3、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金旺路 6 号 1A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玉根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7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11,845,69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778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600,537,39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4498％。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

代表股份 11,308,30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28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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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5 人，

代表股份 14,158,87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114％。
4、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1,230,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4％；反

对 61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543,4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5.6536％；反对 61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4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股东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二）关于与苏州普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1,252,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0％；反

对 59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565,4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5.8090％；反对 59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9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与苏州中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1,252,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0％；反

对 59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565,4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090％；反对 59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91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赵胜律师、柳金鰲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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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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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14:30；
（2）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9:30-11:30 和 13:00-15:

00；
（3）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9:15-15:00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院 1 号楼中坤大厦 16 层

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神州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 会议通知及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29 日和 2020 年 3

月 7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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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 名， 合计持有公司 1,128,492,232 股股份，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816%，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名，合计
持有公司 476,088,979 股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206%， 通过网络投
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10 名，合计持有公司 652,403,253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461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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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11 名，代表股份
6,692,3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 2 名，代表股份 889,8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9 名，代表股份 5,802,4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股） 比例

（%）

1.00

《关于与国投财
务有限公司发生
授信、存贷款、结
算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480,171,511 99.6431 1,632,254 0.3387 87,700 0.0182 通过

2.00
《关于调整中关
村母基金投资方
案的议案》

778,332,032 99.9794 72,500 0.0093 87,700 0.0113 通过

此表中“比例（%）”指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646,600,767 股,对第 1 项议案回避表决。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350,000,000 股 ,对第 2 项议
案回避表决。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发生授信、存贷款、结算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972,371 74.2996 1,632,254 24.3899 87,700 1.3105

2.00 《关于调整中关村母基金投
资方案的议案》 6,532,125 97.6062 72,500 1.0833 87,700 1.3105

此表中“比例（%）”指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29 日、2020 年 3 月 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韶华、顾鼎鼎。
3、法律意见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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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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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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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杨忠明先生 （简历
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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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杨忠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杨忠明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云南省罗平县罗雄镇长家湾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74-8256522
传真号码：0874-8256560
电子邮箱：lpxdgf@china.com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附：个人简历
杨忠明：男，1975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曾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主管、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主任、证
券事务代表；201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忠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经查询，杨忠明先生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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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