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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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

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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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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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海波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阳春市春城镇春江大道 117 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的公告：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相关文件的公告以及《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40）。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 1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 127,312,60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0.429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持股比例低于 5%的中小投资者（不含出席会议的持股比例低于 5%的董事、监
事、高管，下同）共计 8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7,122,233 股 ,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2.82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 8 名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27,094,06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0.3429%。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6 名， 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 218,54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866%。
3、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列席了本次会议。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7,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反对股数 5,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6,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8%；反对股数 5,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2%；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海波、施宗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1,912,583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5%；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5%；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2019 年度内部控制规
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 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7,306,104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弃权
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7,115,7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7%；反对股数 6,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9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吴桂玲律师、欧铭希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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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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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 5月 29日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2020 年 5 月 2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86号完美世界大厦 18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池宇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8 人，代表股份 657,305,8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825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 代表股份 548,948,59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44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 人， 代表股份 108,357,21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378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人， 代表股份 31,944,4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7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201,46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人， 代表股份 30,742,99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203,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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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41,8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88％；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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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2％。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203,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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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41,8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88％；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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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2％。

3、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203,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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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41,8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88％；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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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2％。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203,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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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41,8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88％；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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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2％。

5、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305,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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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944,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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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141,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0％；反对 61,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4％； 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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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80,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57％；反对 61,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31％； 弃权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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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2％。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8,773,89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020％； 反对 8,531,91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80％； 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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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12,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2914％；反对 8,531,9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086％；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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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池宇峰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数为 547,747,135

股，本议案有效表决票为 109,558,675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558,6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944,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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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305,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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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944,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3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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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305,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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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944,4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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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8 年回购公司股份注销后
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305,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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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944,4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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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12、《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时对监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2.1审议通过选举冯智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690,4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329,1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5633%。
12.2审议通过选举张丹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9,758,1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96,801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6.465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都伟、李盖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20-043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孙清焕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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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提示：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

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控股股东因降低股权质押比例的需要，拟减持其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孙清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15,420,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02%。 孙清焕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76,630,112 股，拟减持股
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6%。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拟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进行，且在任意连
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
的，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进行，在任意
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预
计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其持有或者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能达到
或者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5%的，应当在首次出售二个交易日前刊登提示性公告。 本次
孙清焕先生减持股份比例可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 5%。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职务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孙清焕 董事长、总经理 715,420,600 56.02%

合计 715,420,600 56.0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孙清焕先生减持事项的具体安排：
1、减持的原因：降低个人的股权质押比例；
2、股份来源：孙清焕先生拟减持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及因 2017 年年度利润分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76,630,112 股，拟减持

股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6%。
4、减持期间：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 个月内（窗口期除外)，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窗口期除外)，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受让方在受让后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孙清焕先生所作的有关股份

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满后， 其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本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本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
价，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将在上述 36 个月的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的锁
定期，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做相应调整。

2、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 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规定的
方式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第一年
减持的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两年内减持的比例合计不超过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如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其本人保证减持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
诺，其本人承诺将超出比例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全部上缴本公司。

3、根据 2018 年 3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孙清焕先生承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内在价值
的认可，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支持公司实
现未来发展战略，孙清焕先生承诺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自解除限售之日起的 12 个月
内（即 2018 年 3 月 14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止）不减持。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东孙清焕先生严格履行了其所作出的承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并且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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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以上承诺均按照承诺时点的法律法规进行出具，实际执行中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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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办理。

四、相关提示性风险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

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没有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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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减持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减持股东出具的《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0-059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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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棒杰股份，证券代码：002634）自 2020年 6 月 1 日（星期一）开

市时起复牌。
2、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优创

投资有限公司、皮涛涛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绿瘦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棒杰股份，证券代码：002634）自 2020 年 5 月 18 日（星
期一）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 由于交易各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心条款达
成一致，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为优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皮涛涛先生， 标的资产为

绿瘦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皮涛涛先生，本次筹划的重组交易方式为
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二、 公司筹划重组期间的相关工作
(一)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工作
公司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组织各

相关方、各中介机构推进本次重组工作。 公司与相关方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到
相关问题积极研究、论证和沟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
资产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对重组方案进行了初步论证。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对本次重组涉
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 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因筹划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

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棒杰股份，证券代码：002634）
自 2020年 5 月 18 日开市时起停牌，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5)。

三、 终止筹划的原因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 公司及相关方积极推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各项工作，与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就本次重大重组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但未能
在规定时间内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 难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体可
行的方案以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为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四、 终止筹划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不会构成交易各方违约，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在坚持做好主营业务的同时，继续寻找新
的发展机会，拓展业务领域，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公司对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表示遗憾， 同时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
表示衷心感谢。

五、 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2号———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 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 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2号———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棒杰
股份，证券代码：002634）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开市时起复牌。 因本次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申请股票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
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七、 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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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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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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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 近日收到董事夏佐全先生出具
的《关于拟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以下简称“本减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董事夏佐全先生持有公司 101,377,432 股 A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72%，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5,344,358 股，限售股为 76,033,074 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
公司董事夏佐全先生创立深圳市正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轩投资”），该

公司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新型冠状肺炎爆发以来，全球各行业公司的业务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国内经济逐步走出疫情影响，正轩投
资计划响应国家号召，把握社会整体经济复苏的时间窗口，加强对存量投资企业复
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同时寻求相关行业的新增投资机会。 为此，夏佐全先生现阶段计

划通过减持少量公司股份以调整正轩投资资产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夏佐全先生
声明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本次计划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司总股份比例很
低，夏佐全先生仍将长期坚定地持有公司股份。

（二）、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三）、减持数量及比例：
拟减持不超过 6,800,000 股 A 股， 占其所持公司 A 股总股数的比例不超过

6.7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25%（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四）、减持方式：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五）、减持期间：
（1）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2）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六）、减持价格：

视减持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 夏佐全先生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2、作为董事的承诺：
夏佐全先生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佐全先生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
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夏佐全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

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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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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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夏佐全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拟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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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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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獐子岛”）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收购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

大连獐子岛中央冷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冷藏”）75%股权转让给普冷国
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方（以下简称“普冷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
价格暂定为 13,650 万元，待过渡期补偿款金额确定后调整。 同时，公司收购中央鱼
类株式会社持有的中央冷藏 5.625%股权，以及株式会社 HOHSUI 持有的中央冷藏
5.625%股权，收购价格分别为 1,023.75 万元，合计 2,047.5 万元。

二、目前进展情况

1、收购中央冷藏少数股东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完成收购中央鱼类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HOHSUI 合计 11.25%中央冷藏股权的交易， 包括完成营业执照等行政变更登记及
已支付累计收购价款人民币 2,047.5 万元。

2、转让中央冷藏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完成转让中央冷藏 75%股权的营业执照等

行政变更登记，并收到首笔转让价款人民币 11,602.5 万元。
公司与普冷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期保障剩余交付事项的履行，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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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收购少数股东股权进展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