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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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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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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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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3：
00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331,892,19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57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
份 30,192,7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审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 201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689,866 99.8909% 395,100 0.109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836,594 99.6571% 395,100 0.342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689,866 99.8909% 394,300 0.1089%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836,594 99.6571% 394,300 0.3422%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全资子公司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87,966 99.9180% 296,200 0.0818%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34,694 99.7423% 296,200 0.2570%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277,420,655 99.8867% 314,000 0.1131% 800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67,383 98.9806% 314,000 1.0168% 800 0.0026%

本议案中，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 （中文简称“特瑞达斯”）和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中文简称“台全公司”）为关联股东。 特瑞达
斯为本次关联交易对方； 台全公司是本次交易对方台全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特瑞达斯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44,117,699 股； 台全公司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40,231,812 股。 关联股东特瑞达斯公司和台全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公司聘任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0,125,048 99.4587% 314,00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3,271,776 98.2992%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080,758 99.7227% 2,648,526 0.7315%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227,486 99.1285% 2,648,526 2.2984%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审议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09,200 0.0854%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09,200 0.2683%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3、审议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2,084,166 99.9998%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230,894 99.9993%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4、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王震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62,892 99.85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09,620 99.5469%

审议结果：当选。
（2）选举张国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2,046,891 99.98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193,619 99.9670%

审议结果：当选。
（3）选举李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66,891 99.85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13,619 99.5504%

审议结果：当选。
（4）选举胡伯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38,591 99.84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685,319 99.5258%

审议结果：当选。
（5）选举钟慧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71,691 99.85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18,419 99.5546%

审议结果：当选。
（6）选举 David� Li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66,891 99.85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13,619 99.5504%

审议结果：当选。
（7）选举沈保根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900,366 99.94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047,094 99.8398%

审议结果：当选。
（8）选举王瑞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872,066 99.94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018,794 99.8152%

审议结果：当选。
（9）选举史翠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2,143,566 10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290,294 100.0509%

审议结果：当选。
15、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张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901,166 99.94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047,894 99.8405%

审议结果：当选。
（2）选举赵玉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990,109 99.97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136,837 99.9177%

审议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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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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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0） 已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一）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订相关理财

协议：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4 天
2.产品代码：2699202095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4.投资期限：2020.05.06-2020.05.20
5.预期年化收益率：1.35%-1.80%
6.投资金额：800 万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到期赎回， 款项已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存续天数 14 天， 获得收益 5,523.29
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名
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

益率 备注

1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623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1,000 2019.8.28 2019.9.11 2.50%-

2.9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9,589.04 元

2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624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3,000 2019.8.30 2019.10.8 3.25%-

3.65%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04,178.08
元

3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625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4,000 2019.8.30 2019.12.1

2
3.60%-
4.0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410,301.37
元

4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1 个
月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000 2019.8.30 2019.10.8 3.40%-

3.5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72,657.53 元

5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2 个
月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000 2019.8.30 2019.11.1 3.50%-

3.6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20,821.92
元

6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 个
月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3,000 2019.8.30 2019.12.2 3.60%-

3.7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278,136.99
元

7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9472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3,000 2019.10.1

1
2019.11.1

4
3.45%-
3.85%

已赎回，获
得收益

96,410.96 元

8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2 个
月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000 2019.10.1

4
2019.12.1

6
3.40%-
3.5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17,369.86
元

9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0347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500 2019.11.1

5
2019.12.1

9
3.40%-
3.8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79,178.08 元

10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 个
月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1,000 2019.11.1

8
2020.02.1

7
3.60%-
3.7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89,753.42 元

11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 个
月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000 2019.12.0

9
2020.03.0

9
3.60%-
3.7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79,506.85
元

12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0907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4,000 2019.12.1

3
2020.01.1

7
3.35%-
3.75%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28,493.15
元

13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056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500 2020.01.2

2
2020.02.0

5
1.50%-
2.8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4,602.74 元

14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063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4,000 2020.01.2

3
2020.02.2

8
1.50%-
3.8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34,136.99
元

15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32601 期 人 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4,000 2020.03.0

4
2020.03.3

1
1.50%-
3.9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103,561.64
元

16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28
天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1,500 2020.03.1

3
2020.04.1

0
1.35%-
3.35%

已赎回，获
得收益

38,547.95 元

17 中信银行
梅村支行

共赢智信利率
结 构 34047 期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500 2020.05.0

1
2020.05.2

9
1.50%-
3.60% 未到期

18
交通银行
无锡东门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14
天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800 2020.05.0

6
2020.05.2

0
1.35%-
1.80%

已赎回，获
得收益

5,523.29 元

三、备查文件
1、交通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0-021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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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董事 David� Li 先生

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王震西先生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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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震西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胡伯平先生和李凌

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震西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李凌、沈

保根；
选举独立董事王瑞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召集

人，成员为：沈保根、胡伯平；
选举独立董事沈保根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

王震西、史翠君；
选举独立董事史翠君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成员为：张国宏、王瑞华。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经理班子的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马健女士任公司总裁；聘任赵寅鹏先生、

饶晓雷先生和李大军先生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聘任期限至届满。（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赵寅鹏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聘任田文斌

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 赵寅鹏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天津三环精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精益”）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

推动三环精益的长期健康发展，公司同意向三环精益以现金增资 1800 万元，增资
完成后，三环精益的注册资本由原 3200 万元增至 5000 万元。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六十八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
长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六十八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执行董事长主持 ；执行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
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2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2 人。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
长 1 人，执行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2 人。

3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 执行董事长和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4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
事长工作，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
职务。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司执行董事长、 副董事长协
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 ，由执行董事长履行职务 ；执行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务。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7、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三十一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三十一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执行董事长主持；
执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8、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四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3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2
人。

第四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3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执行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2 人。

2 第六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
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六条 董事长、 执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公司董事担任，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和罢免。

3 第八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董事长应当
指定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

第八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由执行董事
长履行职权；执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由
副董事长履行职权。

4

第十六条 董事会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
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十六条 董事会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
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执行董事长履行职务；执行董事长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履
行职务；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附件：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班子成员简历
马健女士：1963 年 9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总裁，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助理工程师、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国际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
副总裁等职。

马健女士与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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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80,000 股；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寅鹏先生：1962 年 8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高级副总裁，博士，高
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三环电子公司销售工
程师、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副总裁，本公司
副总裁。

赵寅鹏先生与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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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70,020 股；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饶晓雷先生：1963 年 3 月出生，博士，研究员，现任中科三环研究院执行副院
长、上海三环磁性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
高技术公司研究部副主任，北京三环聚磁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
监事会主席。

饶晓雷先生与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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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70,000 股；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大军先生：1963 年 7 月出生，工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天津
三环乐喜新材料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总经理
助理，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大军先生与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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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70,000 股；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简历
赵寅鹏先生：1962 年 8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高级副总裁，博士，高

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三环电子公司销售工
程师、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副总裁，本公司
副总裁。

赵寅鹏先生与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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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70,020 股；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田文斌先生：1971 年 12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证券部总经理。
田文斌先生与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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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代码：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20-039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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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其余可分配利润转入 2020 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注：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
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因此，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将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 。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声明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

的;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582,424,843.00 股为基数， 其中回购股份 1,575,157.00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9.0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
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2.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
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7�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8�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53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2 06*****937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3 08*****464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 01*****395 关彦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0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582,424,843 元
=582,424,843 股×1 元 /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
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
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
金红利应以 0.997303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即
0.997303 元 / 股 =582,424,843 元÷584,000,000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
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
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
997303 元 /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 18 号
咨询联系人：田艳
咨询电话：0451-82307136
传真电话：0451-82367253
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0-038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转让公司股票给其配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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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
接到公司职工监事肖家忠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肖家忠先生因个人原因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转让总数量为 100,900 股的公司股票给其配偶
李钧女士,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本次减持转让后，肖家忠先生本人持有公司股票
302,75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肖家忠先生配偶李钧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持有
公司股票 304,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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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肖家忠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2020 年
5 月 20 日 20.6 元/股 10.09 0.06

其它方式

合 计 10.09 0.06
2、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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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肖家忠

合计持有股份 40.37 0.26 30.28 0.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40.37 0.26 30.28 0.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肖家忠先生向其配偶转让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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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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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减持转让完全通过大宗交易进行，无需事前披露相关减持计划。
3、肖家忠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1、肖家忠先生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827 证券简称：上能电气 公告编号：2020-013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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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收到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案号为“（2019）皖 01 民初 2541 号”的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经双
方协商一致，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与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电源”）共同签署了《和解协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况
阳光电源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起诉公司侵犯其实用新

型专利。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收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案号为“（2019）皖
01 民初 2541 号” 的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该案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开庭审
理，由于公司递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取消 2020 年 2
月 18 日庭审；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收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皖
01 民初”的《民事裁定书》，认定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管辖权异议上诉状》。 截至本公告日，最高人民法
院尚未作出裁定。

二、诉讼进展情况
阳光电源诉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共识，愿

意携手共创良好的经营环境，在新市场开发、新技术研究等领域保持良好的沟通、
交流与合作， 共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双方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签署了《和解协
议》，阳光电源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和解协议》签署后，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0—4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获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4 月 27 日，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 13 项议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的函件，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 证监会令第 36
号）等有关规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的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4079.4553 万股 A 股股份、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的总体方案，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二、公司应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在国务院国
资委产权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中填报。

三、公司应按照国资监管和证券监管等相关要求，严格履行各项决策、审批等
程序，依法合规操作。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0-02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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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玮先生主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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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玮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
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人员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我们同

意公司上述决定。
独立董事：
沈保根
王瑞华
史翠君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