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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高玉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富乐成”）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和股份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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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4,989,700 2.55% 0.44% ——— ——— ———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再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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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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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比例超过 80%，特作说明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和质押所涉及股份融资未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9,504.24 万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6.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6%，对应融资余额 5,219.8 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

好，具有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亦不涉及

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5、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股份主要为自身融资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如后续

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股东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措施应对风险，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无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不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高玉根先生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的相关文件。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0-032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权利。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已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实施完毕，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数为 7,712,526 股，该部分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511,804,800 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内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
份 7,712,526 股，即 504,092,2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30 元（含
税），共计派发 15,122,768.22 元人民币，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未超过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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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92,274.00 股为基数， 其中回购股份 7,712,526.00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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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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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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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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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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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7 杨志强
2 01*****624 王良
3 01*****534 严中华
4 01*****119 冯东
5 00*****692 耿生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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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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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92,274 股
*0.03� 元 / 股 =15,122,768.22�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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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295479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 现金
分红总额 / 总股本，即 15,122,768.22� 元÷511,804,800 股 =0.0295479 元 / 股，计算
结果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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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295479 元 /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188 号
咨询联系人：姚斌、刘慧娟
咨询电话：0531-88061716
传真电话：0531-88061716
八、备查文件
1、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077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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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并购重组委

2020 年第 23 次工作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
称“并购重组委”）定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00 召开第 2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
议，对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规定，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江丰电子，股票代码：300666）
将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周五）开市起停牌，待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司及
时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567 证券简称：精测电子 公告编号：2020-061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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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
公司激励对象李刚、施俊、曲平原、古鉴生已离职，根据《武汉精测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将对李刚、 施俊、 曲平原、 古鉴生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4,300 股以 15.13 元 / 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0）。

2019 年 10 月 8 日，精测转债开始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精测转
债累计转股数量为 558,886 股。 公司总股本由 245,401,200 股增加至 245,960,086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45,401,2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245,960,086 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245,960,086 股减少至 245,935,786 股，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45,960,086 元减少至人民币 245,93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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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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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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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0-023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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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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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调整原则保持

一致，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且实施分派方案
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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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830,44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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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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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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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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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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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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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
2 08*****853 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
3 01*****067 王珺
4 01*****066 李卫阳
5 00*****115 张珺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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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
咨询联系人：阮翠婷
咨询电话：0592-8129338
传真电话：0592-8129310
六、备查文件
1、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

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2020-05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被司法拍卖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接到股东广西万赛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西万赛”）的通知：广西万赛近日收到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因涉及企业借
贷纠纷案，广西万赛未履行宁波中院做出的（2019）浙 02 民初 1224 号民事调解书的
付款义务，权利人宁波宝盛大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宁波中院
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将广西万赛持有公司 57,678,442 限售股中的 56,178,442 股进行
公开拍卖。

本次拍卖前， 广西万赛共持有公司限售股 57,678,44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 2020 年 5 月 26 日，阿里拍卖平台发布了《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广西万赛
持有的公司 56,178,442 限售股被个人投资者王宙竞得，成交价为 248,528,770 元，本
次股权拍卖成交后一个月内向买受人交付拍品。 待本次拍卖交割完成后，广西万赛
持有的公司股数降为 1,500,000 股，持股比例降至 0.13%。

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公司将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0-057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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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7 日 -2020 年 5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 9:30－11:30 和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8 日 9:15� -15:

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清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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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0 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

股份 973,878,265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40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960,021,1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87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857,1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5 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24,234,90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85%。

8、公司部分董监高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114,1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093,007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 反对 59,8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704,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151,7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130,607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4%； 反对 22,2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弃权 704,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151,7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130,607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4%； 反对 22,2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弃权 704,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114,1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093,007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 反对 59,8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704,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851,0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829,907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 反对 27,2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4,207,6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6%；反对 27,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薪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550,966 股（其中现场投票 958,373,843 股同意，网络投票

1,177,123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88% ； 反对

14,201,4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82%；弃权 125,8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9,907,60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816%； 反对 14,201,4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994%； 弃权 125,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1%。

7、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038,3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017,20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8%；反对 833,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6%；弃权 6,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3,394,9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41% ； 反对 833,3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86%；弃权 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2%。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031,3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010,20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0%；反对 840,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3%；弃权 6,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3,387,9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052% ； 反对 840,3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75%；弃权 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3,849,415 股（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13,828,307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22,2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弃权 6,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4,206,0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0%；反对 22,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8%；

弃权 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使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对以下 2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

举：

10.1� 选举魏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72,896,301 票（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票同意，网络投票

12,875,193 票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

表决结果：魏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3,252,944 票。

10.2� 选举孙鹏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73,257,802 票（其中现场投票 960,021,108 票同意，网络投票

13,236,694 票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

表决结果：孙鹏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3,614,445 票。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陈智先生、Ying� Kong（孔英）先生委托公司独

立董事孔祥云先生对 2019 年年度独立董事的工作进行了汇报。 述职报告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

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

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ST 百特 公告编号：2020-037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变更后的公司中文名称：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名称： Shandong� Yabo� Technology� CO.,� LTD.
3、变更后的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海路 17 号
4、变更后的证券简称：*ST 雅博
5、变更后的英文简称：Yabo
6、变更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7、公司证券代码（002323）保持不变
一、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证券简称变更说明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 年
5 月 25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关
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情

况如下：
公司迁址前注册地址：盐城市青年西路 88 号。 拟迁址后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

市市中区东海路 17 号。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323”。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中文名称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Su�Yabaite�Technology�CO.,�LTD. Shandong�Yabo�Technology�CO.,�LTD.
证券简称 *ST百特 *ST雅博
英文简称 Yabaite Yabo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
案手续，并取得了【山东省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

司登记备案信息如下：
名称：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0743731816A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亿肆仟伍佰柒拾贰万玖仟陆佰伍拾陆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02 年 10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唐继勇
经营范围：金属屋面、墙面围护系统新材料的设计、研发；软件开发；光伏分布

式电站系统的安装调试；建筑工程设计、咨询；金属板及配套材料、五金产品（除电
动三轮车）、光伏分布式电站系统组件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的，按国家相关规定申请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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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海路 17 号
二、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证券简称变更说明
为了使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及证券简称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状况更

加匹配，经研究决定拟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证券简称，本次公司名称及证券
简称的变更将清晰地反映公司的注册地址及经营主体， 将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战略
布局的实现，有利于更好的配合公司战略目标的推进。 且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为注
册在当地的公司提供大力支持， 迁址后， 地方政府将给予公司符合规定的政策支
持、办公场所支持等，并积极协调当地相关行政部门争取上级财政扶持资金、纾困

资金等，协调金融机构为公司提供融资支持，以缓解公司流动性压力，达到降本增
效的目的，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以防范经营风险，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长远发
展。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及证券简称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规
划，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模式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若后续公司取得迁
入地政策和资金等支持，将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压力，
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

发生变更，变更后的中文证券简称为“*ST 雅博”，英文简称为“Yabo”，公司证券代
码（002323）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