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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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河南省郑州市金
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金水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豫 0105 民
初 10898 号、10909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及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2018 年 12 月 29 日、2019 年 4 月 18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31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47）、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关于公司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0），相关案件情况详见上述公告。

二、案件进展情况
（一）关于魏新周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根据郑州金水法院作出的（2019）豫 0105 民初 10898 号《民事判决书》，郑州金

水法院经审理判决如下：
1、被告黄飞雪、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魏新周借款本金 300 万元及利息；

2、驳回原告魏新周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关于张淑琴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根据郑州金水法院作出的（2019）豫 0105 民初 10909 号《民事判决书》，郑州金

水法院经审理判决如下：
1、被告黄飞雪、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张淑琴借款本金 1405251 元及利息；
2、驳回原告张淑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结诉讼主要系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恒贞”）债权人追加执行相关诉讼，因公司与一恒贞的股东身份确认诉讼尚在一审审
判阶段，相关诉讼案件尚未判决或尚未执行完毕，出于审慎考虑，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和后期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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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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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修改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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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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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9:

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8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绍云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 ， 代表股份

1,254,152,08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2.570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948,561,7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88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305,590,3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682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77,891,9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0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
表股份 1,366,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
表股份 76,525,4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281％。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 公司部分董事、 部分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
2、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方案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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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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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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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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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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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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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4、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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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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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品种及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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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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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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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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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7、增信机制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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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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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8、偿债担保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35,3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2％； 反对 1,235,2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5％；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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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75,2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825％； 反对 1,235,2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58％；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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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9、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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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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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

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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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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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 2020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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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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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 2020 年度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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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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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1,858,9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72％； 反对 1,411,6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6％；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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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98,8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560％； 反对 1,411,6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23％；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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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6,786,0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1.5054％；

反对 356,484,5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4243％；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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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20,3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208％； 反对 74,190,13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475％；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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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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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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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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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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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

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2,04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0％；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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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81,5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6％； 反对 1,228,9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7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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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6,970,5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1.5201％；

反对 356,300,0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4096％；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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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04,8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577％； 反对 74,005,63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0107％； 弃权
8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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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任

为、胥志维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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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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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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人民币 664,028,489.52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8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
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
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
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
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
公司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起诉方 /仲裁
申请人

被起诉方 /仲裁被申请
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

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
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摩登
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林永飞、严炎象、
翁华银、何琳、江德湖、
英伟文、韩瑞英、翁华
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

公司、翁雅云

（2019）粤
0104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审
审理
中

2
广州立根小额
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粤
0112民初
11736号

票据追索权纠
纷 10,125,000.00

一审
审理
中

3
广州立根小额
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粤
0112民初
11738号

票据追索权纠
纷 10,125,000.00

一审
审理
中

4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林永飞

(2019)粤 01
民初 1423

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尚未

开庭

5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
仲案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尚未
开庭

6 林峰国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
仲案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尚未
开庭

7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
仲案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尚未
开庭

8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连卡
福名品管理有
限公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2019）粤
01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审
审理
中

合计 351,177,873.67
二、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起诉方 /仲裁申请
人

被起诉方 /仲裁被申
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

情况

1 广东中赫建筑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111民初
786、790、
793、796、
798号

买卖合同纠纷 1,568,338.70
一审
审理
中

2 广东中赫建筑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粤
0111民初
800、802、
803、805号

买卖合同纠纷 1,404,416.60
一审
审理
中

3 广东中赫建筑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粤
0111民初
806、808、
810、812号

买卖合同纠纷 1,503,064.10
一审
审理
中

4 云南精腾龙经贸有
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112民初
1730号

服务合同纠纷 175,755.33

已调
解，
未履
约

5 昆明卡德龙服饰有
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112民初
1731号

服务合同纠纷 110,000.00

已调
解，
未履
约

6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银信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019)粤
0112民初
12295号

投资纠纷 33,000,000.00
一审
审理
中

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焱服装有限公
司、田文明

(2020)粤
0112民初
2099号

买卖合同纠纷 65,976,299.99 尚未
开庭

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焱服装有限公
司

(2020)粤
0112民初
2100号

投资合同纠纷 78,501,111.11 尚未
开庭

9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
司、胡志强、纪冠华、
胡志方、王刘玺

HKI-
AC/A1920

5
购销合同纠纷 20,659,412.14

仲裁
审理
中

10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2019）津
0112民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28,696.17

申请
强制
执行
中

1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赛高购
物有限公司

（2019)陕
0112民初
17937号

联营合同纠纷 1,078,457.12

已调
解，
未履
约

12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购物有
限公司

（2019)陕
0113民初
19121号

联营合同纠纷 2,935,164.05

已调
解，
未履
约

1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
代广场购物有限公司

（2020)陕
0103民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48,631.39 尚未
开庭

14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
（香港）有限公司、
LEVITAS�S.P.A.

Zeis�EXCELSA�in�
concordato�preventivo 24911/GR 合同纠纷 23,934,128.91 聆讯

中

1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广州市睿
杰名店管理有限公

司、李丰谷

（2020）粤
0112民初
3232号

合同纠纷 11,622,469.00 尚未
开庭

16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广州市睿
杰名店管理有限公

司、李丰谷

（2020）粤
0112民初
3234号

买卖合同纠纷 10,734,298.00 尚未
开庭

17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尊享汇
（亚洲）集团有限公

司、金聪、张巧

（2020）深
国仲涉外
受 143号

买卖合同纠纷 7,986,879.95 尚未
开庭

18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尊享汇
（亚洲）集团有限公

司、金聪、张巧

- 买卖合同纠纷 9,675,684.65 尚未
开庭

19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林
永飞、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391民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808.64 驳回
起诉

合计 312,850,615.85
注：①案号 HKIAC/A19205 的涉案金额为 2,669,027.14 欧元，按 1:7.7 的汇率折

算为人民币 20,551,508.98 元； ②案号 24911/GR 的涉案金额为 3,108,328.43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3,934,128.91 元；

③案号（2020）深国仲涉外受 143 号的涉案金额为 1,020,102.5 欧元及 18,870.1
美元， 欧元按照按 1:7.7 的汇率、 美元按照 1: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7,986,879.95
元；④序号（18）案件的涉案金额为 1,188,952.14 欧元和 74,393.31 美元，欧元按照按
1:7.7 的汇率、美元按照 1: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9,675,684.65 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表所列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浦发银行 xxx支行 8207********* 基本户 54,106,370.08
2 广州银行 xxx支行 8002********* 一般户 1,817,480.30
3 中国建设银行 xxx支行 4405********* 一般户 1,047,639.58
4 兴业银行 xxx支行 3911********* 一般户 77,325.80
5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xxx支行 3197********* 一般户 29,368.10
6 广州银行 xxx支行 8002********* 一般户 11,193.65
7 广州银行 xxx支行 8002********* 一般户 665,352.44
8 浦发银行 xxx支行 8201********* 保证金账户 1,050,000.00
9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4,255,348.78
10 中国建设银行 xxx支行 4400********* 一般户 29,154.09
11 招商银行 xxx支行 1209********* 一般户 6.60
12 九江银行 xxx支行 5870********* 一般户 215,438.60
13 民生银行 xxx支行 0325********* 一般户 13,907.84

合计金额 73,318,585.86
（二）不动产查封情况

序号 标的类别 主体名称 保全期限
1 不动产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38号 ***房 2022年 12月 9日止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

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
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
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
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 摩登 公告编号：2020-02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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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3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8 名，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继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严正山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研究、讨论，一致同意聘任 严

正山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严正山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附件：严正山先生简历
严正山，男，1959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具有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浙江省高级经济师协会会员，绍兴市社科联
理事。曾担任浙江省绍兴市机床厂企管办、全质办副主任、主任；绍兴市机电工业总
公司（局）企管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浙江灯塔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 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等
职。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9 月任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世
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浙江世纪华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该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严正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综合查询，
严正山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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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关于聘
任公司副总裁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我们对严正山先生的工作经历等情况进行了审阅，认为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副总裁的提名、聘任，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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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聘任严正山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 ：陈叶秋 、邓青 、林涛
2020 年 3 月 23 日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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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结合电话提示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
议的通知及议案等资料。 2020 年 3 月 23 日，本次会议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国际贸
易中心东塔 29 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侯巍董事长主持，9 名董事全部出席（其中，现场出席的有侯巍董事长、
王怡里职工董事；杨增军董事、李华董事、夏贵所董事、朱海武独立董事、容和平独
立董事、王卫国独立董事、蒋岳祥独立董事电话参会），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公募基金产品 2019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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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任何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完成搬迁工作，办
公地址由“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 53 号君和君泰 1D 栋 5-6 层”变更为“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光金融广场 20 层”，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现将
公司新办公地址及其他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光金融广场 20 层

电话号码：0898-88710266
传真号码：0898-88710266
公司网址：www.hnruize.com
电子邮箱：rzxc_@hotmail.com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0-013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成
电路基金”）计划在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2020 年
1 月 14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
1,799,944 股（即不超过公司其时总股本比例的 1%，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就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
知函》，获悉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
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按公司最新

股本计算）
集成电路
基金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14-2020.3.

20 53.81 1,799,866 0.9976

注：集成电路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
的公司股份，减持次数为 1782次，减持价格区间为 47.83元 /股 -58.2元 /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按总股份变化前计算）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按总股份变化后计算）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集成电路基
金

合计持有股份 28,125,454 15.59 26,325,588 14.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125,454 15.59 26,325,588 14.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因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发布之后，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9,922 股，并
授予登记 2019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股票 448,600 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占总股
本比例按照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 180,423,140 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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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 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情况与 2019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
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3、 集成电路基金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中承诺：锁定期满后，集成电路基
金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上述承诺目前正常履行中。
4、集成电路基金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备查文件
1、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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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冯活灵、张艺林以及张海林和张艺林共同控制的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合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420,340,000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93.18%，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实际控制人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有关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张海林 是 8,999,800 5.97% 0.78% 2018年 9月 3日 2020年 3月 20日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海林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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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张海林 150,663,000 13.09% 139,920,000 92.87% 12.16% 104,939,975 75.00% 6,800,350 63.30%
冯活灵 129,510,000 11.26% 109,510,000 84.56% 9.52% 0 0 0 0
张艺林 64,740,000 5.63% 64,740,000 100% 5.63% 0 0 0 0

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 95,132,742 8.27% 95,130,000 99.997% 8.27% 0 0 0 0

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1,061,948 0.96% 11,040,000 99.80% 0.96% 0 0 0 0

合计 451,107,690 39.20% 420,340,000 93.18% 36.53% 104,939,975 24.97% 6,800,350 22.10%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总体风险处于可控水平，其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不会出现因股份质押风险引发上市公司控制

权变更的风险。 质押到期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会采取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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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