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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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因美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
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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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贝因美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287,852,89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8.15%；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263,06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91.39%，占公司总股本的 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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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852,890 28.15% 263,060,000 91.39% 25.73% 0 0% 0 0%

合计 287,852,890 28.15% 263,060,000 91.39% 25.73%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

细表；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0-045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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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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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30-11:30，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7 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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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武雁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436,320,7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716%。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 9 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436,082,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43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238,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 42,591,8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5.10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 2 名，代表股份 42,353,7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40%。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数为 238,1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5%。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36,208,1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2%；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79,2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6%；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53,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53,9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弃权 4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5、审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计划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的 162,541,699 股股份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 273,625,16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8%；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1%；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此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的 162,541,699 股股份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 273,625,16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8%；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1%；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此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0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436,166,9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8%； 反对

112,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8,0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9%；反对 112,5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1%；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3、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436,166,9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8%； 反对

112,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8,0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9%；反对 112,5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1%；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4、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同意 436,166,86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 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437,94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7%；反对 112,6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 弃权 4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

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 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李兆存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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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钟葱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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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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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了《关于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钟葱先生因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合同纠纷一案，国
盛证券计划对其持有公司的不超过 1400 万股进行违约处置。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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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
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股东钟葱先生函告， 同时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系统查询确认，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的
股东钟葱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数量累计已达 7,136,408 股，本次被动减持
数量已过半。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股份及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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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葱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0-24 5.37 1,000,000 0.12%
2019-10-25 5.38 443,700 0.05%
2019-10-28 5.45 1,373,300 0.16%
2019-10-29 5.40 504,500 0.06%
2019-10-30 5.46 620,211 0.07%
2020-05-12 3.96 886,376 0.11%
2020-05-13 3.92 730,046 0.09%
2020-05-14 3.89 611,595 0.07%
2020-05-15 3.87 519,702 0.06%
2020-05-18 3.92 446,978 0.05%

合计 — — 7,136,408 0.85%
（三）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钟葱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7,572,815 12.89% 100,436,407 12.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362,578 12.14% 94,226,170 11.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6,210,237 0.74% 6,210,237 0.74%

本次减持后， 钟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436,4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03%；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86,301,5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4%，占其持

股总数的 85.93%， 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为 100,436,4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3%，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

二、解除冻结情况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
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申请人

钟葱 否
519,702 0.52% 0.06% 2019-04-04 2020-05-15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446,978 0.45% 0.05% 2019-04-04 2020-05-18

合计 — 966,680 0.96% 0.12% — — —

注 ：上表如有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汇总不一致情况，均为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钟葱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
比例

钟葱 100,436,407 12.03% 100,436,407 100% 12.03%
钟葱先生本次持股数量变动将导致相关轮候冻结数量发生变动。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被动减持后，钟葱先生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葱先生预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

持续关注钟葱先生被动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钟葱先生《告知函》
2、结算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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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被动减持数量过半暨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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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58号 15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16日至 2020年 5月 19日
股票简称 贝因美 股票代码 002570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054.59 1.03%
合 计 1,054.59 1.0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9,785.289 29.13% 28,730.699 28.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85.289 29.13% 28,730.699 28.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公司股份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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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比例超过 1%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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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继续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将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7 年度、2018 年度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
司 2019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
（一）项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暂停上市决定
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则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4

条的规定，自公司披露年度报告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公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约 700～1000 万元， 本次预告数据是公
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
告为准；

2、 由于受疫情影响， 年审事务所未能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年审事
项，目前公司已申请将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受债务逾期、诉讼及仲裁案件的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资金十分紧张、流动性严重短缺，已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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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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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因 2 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计 80,800 股限制性股票；同时由于 2019 年度业绩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回购注销授予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 319,800 股。 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从人民币 107,783,667 元减至人民币

107,383,067� 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山
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并随附相关证明文
件。

特此公告。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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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宝股份 ”、“公司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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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2 点 15 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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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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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65,355,0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53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9,912,77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1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442,27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26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 中小投资者共 27 人，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401,4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6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5,355,0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401,4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2、《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3、《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5、《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6、《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7、《关于 2020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4,982,6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1%；

反对 35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13,293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029,09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7295%； 反对

35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2.1894%；弃权 13,29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8、《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9,321,10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27%；

反对 6,020,64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49%；弃权 13,293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367,54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63.2110%； 反对

6,020,6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6.7079%；弃权 13,293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9、《关于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10、《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1,256,87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51%；

反对 4,084,8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25%；弃权 13,293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303,31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75.0134%； 反对

4,084,8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24.9055%；弃权 13,293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810%。

11、《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12、《关于 2020 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295,83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5%；

反对 45,9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弃权 13,293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42,27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390%； 反对

45,9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2800%；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13、《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341,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388,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0

股；弃权 13,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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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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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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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25 层 2501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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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5,2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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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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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根据半数以上董事的

共同推举，由董事周建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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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6 人，受疫情影响，独立董事 Li� Alexandre� Wei 先生

通过电话方式出席，独立董事蹇锡高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受疫情影响，监事长刘志京先生通过电话方

式出席，监事董栋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管汤捷先生、XIE� COREY�

XIAOJUN 先生、袁晓蕾女士、赵燕超先生、毛晓东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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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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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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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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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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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确认和 2020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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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991,900 99.7303 1,254,400 0.269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19 年度薪酬确认和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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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991,900 99.7303 1,254,400 0.269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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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20,600 99.9944 25,700 0.005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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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9,600 99.9942 26,700 0.005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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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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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9,900 99.9986 6,400 0.001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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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169,900 99.9835 76,400 0.0165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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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9,553,400 99.9330 6,400 0.067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
酬确认和 2020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8,305,400 86.8783 1,254,400 13.1217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9,533,100 99.7207 26,700 0.2793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553,400 99.9330 6,400 0.067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詹程、张晓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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