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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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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当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5.77%股权按评

估价值 5,151.55 万元（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值为准）转让给控股股东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关联董事李丹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20-066 号公告。
（二）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履行对吉林云天化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为保证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公司拟继续履

行股权转让以前形成的担保协议。 除已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159,955.26 万元外，公司
将不再为吉林云天化提供新的担保。 公司继续履行原担保协议期间，按照担保金额
的 0.5%继续收取担保费。

云天化集团承诺： 公司对吉林云天化融资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59,955.26 万元。
如果吉林云天化出现导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公司有权要求云天化集团全
额赔偿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而造成的损失。 云天化集团向公司赔偿后有权向吉林
云天化追偿。

关联董事李丹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20-067 号公告。
（三）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融资

业务提供人民币 3.4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为公司子公司云南云天
化商贸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人民币 1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云天
化集团按照实际担保金额的 0.1%收取担保费。

关联董事李丹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20-068 号公告。
（四）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其商定 2020 年财务报告审
计费用和内控报告审计费用。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20-069 号公告。
（五）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20-070 号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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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分别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监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7 人。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5.77%股权按评
估价值 5,151.55 万元（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值为准）转让给控股股东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二）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履行对吉林云天化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银行金融机构不同意在贷款续存期间更改担保主体， 同意为保证吉林云天
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 公司拟继续履行股权转让以前形成的
担保协议。 除已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159,955.26 万元外，公司将不再为吉林云天化提
供新的担保。 公司继续履行原担保协议期间， 按照担保金额的 0.5%继续收取担保
费。

云天化集团承诺： 公司对吉林云天化融资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59,955.26 万元。
如果吉林云天化出现导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公司有权要求云天化集团全
额赔偿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而造成的损失。 云天化集团向公司赔偿后有权向吉林
云天化追偿。

（三）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融资
业务提供人民币 3.4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为公司子公司云南云天
化商贸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人民币 1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云天
化集团按照实际担保金额的 0.1%收取担保费。

（四）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其商定 2020 年财务报告审
计费用和内控报告审计费用。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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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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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云天化”）。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提供对吉林云天化的担保金额 159,955.26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持有的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5.77%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云

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公司公告：临 2020-066 号）。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吉林云天化
股权，吉林云天化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控制
的企业。 公司原对吉林云天化提供的 159,955.26 万元融资担保，构成公司向关联方
提供担保。

因银行金融机构不同意在贷款续存期间更改担保主体， 为保证吉林云天化生
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公司拟继续履行对吉林云天化的原担保协议，到期后不再提
供担保，同时公司将不再为吉林云天化提供新的担保。

截至目前， 公司为吉林云天化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余额
为 159,955.26 万元，担保将于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陆续到期。 具体情况
如下：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已担保的债务剩余金额（万元）

2019-5-23 2020-5-23 7,964.40

2019-8-12 2020-8-11 15,000.00

2019-9-9 2020-9-8 9,300.00

2019-11-4 2020-11-3 3,400.00

2020-1-2 2020-8-5 10,000.00

2020-1-2 2020-8-1 10,000.00

2020-1-3 2020-9-8 5,700.00

2020-1-3 2020-11-3 4,000.00

2020-1-3 2020-7-28 10,000.00

2020-2-14 2020-8-14 9,943.86

2020-2-17 2021-2-17 11,500.00

2020-2-21 2021-2-21 11,500.00

2020-2-25 2021-2-25 3,627.00

2020-2-27 2021-2-27 4,800.00

2020-3-5 2021-3-5 7,000.00

2020-3-12 2021-3-12 3,800.00

2020-3-30 2021-3-30 2,000.00

2020-3-30 2021-3-29 4,000.00

2020-4-1 2021-3-29 13,000.00

2020-4-13 2020-10-13 3,420.00

2020-4-23 2021-4-23 10,000.00

合计 159,955.26

公司继续履行原担保协议期间，按照担保金额的 0.5%继续收取担保费。
本次继续履行对吉林云天化的担保协议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丹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情况

企业名称：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师永林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8,514.2857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太平川镇五区二段
经营范围：化肥、饲料、农膜、农机贸易；粮食、农副产品收储、加工和贸易；复合

肥、BB 肥、缓（控）释肥、有机肥；玉米种子（含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高粱种子、
大豆种子、水稻种子、小麦种子的研发、加工、包装和销售；煤炭、建材、橡胶制品、矿
产品的贸易。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云天化经审计的总资产 501,479.85 万元，负债总
额 466,137.13 万 元 ， 净 资 产 35,342.72 万 元 ，2019 年 1-12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18,729.27 万元，净利润 -13,709.5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吉林云天化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17,052.52 万元，负债
总额 584,537.22 万元 ， 净资产 32,515.30 万元 ；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94,560.88 万元，净利润 -2,899.31 万元。

吉林云天化主要业务为粮食贸易， 在东北地区向种植户或贸易商收购玉米等
粮食产品，通过收储、参与国家政策性收储粮拍卖、向下游粮食、饲料加工企业出售
等方式开展粮食贸易。 吉林云天化从事复混肥业务， 复混肥实际产量约 40 万吨 /
年，主要通过外购氮、磷、钾基础肥，经过转鼓混配后在吉林及周边市场销售。

三、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9,706.3878 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
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

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总资产 9,598,574.56 万元，净资产

1,978,124.55 万元，营业收入 6,929,013.06 万元，净利润 3,853.58 万元。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对吉林云天化提供融资担保金额共计 159,955.26 万元。公司继续履行原担

保义务，不再对吉林云天化新增任何形式的担保。 同时云天化集团承诺：公司对吉
林云天化融资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59,955.26 万元。 如果吉林云天化出现导致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公司有权要求云天化集团全额赔偿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而
造成的损失。 云天化集团向公司赔偿后有权向吉林云天化追偿。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吉林云天化股权收购方云天化集团对相关续存的担保事项进行了兜底承诺，能有效

避免公司因相关担保而承担的风险，随着借款日到期，公司担保总额将随之减少。
六、董事会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继续履行为吉林云天化借款提供担保的协议，并随着相关债

务的到期而解除，公司不再为吉林云天化提供新的担保；同时，云天化集团对相关担保可
能对公司带来的损失提供补偿承诺。 本事项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继续履行为吉林云天化借款提供担保的协议，并随着
相关债务的到期而解除，公司不再为吉林云天化提供新的担保，且云天化集团对相
关担保可能对公司带来的损失提供补偿承诺。 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对该议案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120.98 亿元，上述数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6.33%，无逾期担保。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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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继续履行
对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396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2020-021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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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或“公司”）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经第五次修订及重列的组织章程大纲
和章程细则》（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陈小军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同意公司选
举陈小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小军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附件：陈小军先生简历
陈小军先生，196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

无线电技术专业工学学士学位，拥有工程师、政工师专业技术职称。
陈小军先生历任中国通广电子公司技术开发部干部、项目经理、销售经理、区

域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国瑞达系统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
委书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董事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现任华润（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公司董事，现选举为公司董事长。 陈小军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除在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0-028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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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及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5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明东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授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矿国贸”）为保证

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增加业务规模，拟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 亿元综合
授信。 信息如下：

授信银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金额：2 亿元人民币
申请期限：一年
担保方式：由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资金用途：用于贸易业务资金周转，支付信用证下货款及买断信用证
为确保授信事项办理顺利，董事会将授权董事长及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海南矿业关于向海南

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海南矿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4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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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48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之前披露对《问询函》的
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有关各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
行了逐项分析并深入核查。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并且需要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预计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前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司正
协调各方加快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事项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0-034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全资孙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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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
司全资子公司海容（香港）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1 万港币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海
容（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近日，公司已完成全资孙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
注册处颁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及《商业登记证》，具体注册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海容（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ir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imited
2、注册地址：UNIT� D� 16/F� ONE� CAPITAL� PLACE� 18� LUARD� RD� WAN�

CHAI� HK
3、注册资本：1 万港币
4、业务性质：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技术咨询和服务
5、注册证明书编号：2938908
6、商业登记证号码：71834551-000-05-20-3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0-044
债券代码：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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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

惠目录 > 的通知》（财税 [2015]78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东江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江能源”） 利用废动植物油生产的生物柴油可享受增值税即征
即退 70%的税收优惠。

截至本公告日， 东江能源已累计收到增值税 70%部分退税款 770.18 万元；根
据相关披露规则， 上述金额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且金额超过 100 万元，达到披露标准予以披露。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以上退税所得

计入公司 2019 年度其他收益为 177.10 万元， 计入公司 2020 年度其他收益为
593.08 万元，该退税所得累计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6113.28 万元的 12.60%， 预计该项资金将对公司 2020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阳泉煤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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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5 月 20 日，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通知，具体情况
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将其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80,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0%）、22,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4%）、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和 21,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共计 454,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8.88%）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阳煤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403,038,240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58.34%。 本次解除质押后， 阳煤集团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76,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2.54%，占公司总股本的 7.32%。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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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现

场及通讯（包括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9 人，根据公司《经第五次修订及重列的
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章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因公司前任
董事长李福利先生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本次会议由
公司常务副董事长陈南翔先生主持，公司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的法律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常务副董事长陈南翔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内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选举陈小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

期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议案内容：鉴于公司前任董事长李福利先生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同意选举陈小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88396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2020-020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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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矿国贸”)
本次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2 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矿国贸经营业

务的顺利开展， 公司拟对海矿国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 亿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 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海南矿业全资子公司）
住所：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A17 幢一层 4001
法定代表人：郭风芳
经营范围：钢铁、矿产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机

械设备及零配件、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有色金属的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黑色、有色
及非金属矿石采选、投资；房产出租；技术咨询服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一亿元。
海矿国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198 万

元，总负债 2,118 万元，资产负债率 21%，主营业务收入 17,839.5 万元，净利润为
74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海矿国贸已与上述金融机构就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为海矿国贸向上述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0 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0-029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海南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6
转债代码：110048 转债简称：福能转债
转股代码：190048 转股简称：福能转股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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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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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由董事会办公室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
（三）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金本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调整

福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一）鉴于公司拟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福能转债转股价格将自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确定的除权除息日，由当前 8.48 元 / 股调整为 8.23 元 / 股。

（二）鉴于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后福能转债转股价格将调整为 8.23 元
/ 股， 公司正在实施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在完成新增股份发行登
记后，福能转债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 具体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P1=（P0+A×k）/（1+k），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A 为
增发新股价，k 为增发新股率（新增股数 / 新增股本发行登记前一交易日收盘后的
公司总股本）。

公司将在实施利润分配和完成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时分别披露福能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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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段启掌先生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段启掌先生将其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25,600,000 股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5%）解除质押，并于 2020 年 05 月 20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20 年 05 月 20 日，段启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2,102,5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09%；此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段启掌先生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0。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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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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