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C98 版）
公司回复：
一、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芭田希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田希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3335695908H
成立时间：2015年 5月 9日
法定代表人：黄德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 157号
主营业务：肥料研发、加工、制造、销售；道路货物运输；农业生产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农业技术、企业管理培训；农业机械设备设计、安装、销售；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
险化学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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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芭田希杰由本公司、希杰（沈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共同出资组建，本
公司为控股股东。 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深圳市芭田生态程股份有限公司 6800万人民币 68.00
希杰（沈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200万人民币 32.00

芭田希杰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2019年1-3月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总资产 62,110,185.10 63,221,277.05
净资产 49,042,030.70 50,212,346.04
净利润 -1,170,315.34 -5,545,303.58

二、处置的相关情况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芭田希杰因少数股东希杰（沈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清算，2019年 4月 8日法院裁定受理芭田希杰强制清算并成立了清算组， 由此本
公司丧失了对芭田希杰的控制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规定，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芭田希杰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处置基本情况及对本公司盈亏影响：
本公司 2015 年 5 月投资芭田希杰 68,000,000.00 元，2015 年 5 月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芭田希杰累计亏损 50,957,969.30 元， 本公司按股权占比 68%享有累计亏损份额为
34,651,419.12元，2019年 4月 1日芭田希杰转入清算时， 本公司对芭田希杰长期股权投
资实际帐面价值为 33,348,580.88元（投资成本 68,000,000.00元减本公司享有累计亏损份
额 34,651,419.12元）。 预计清算完成后，本公司可回收金额 18,348,580.88元，剔除本公司
享有累计亏损份额 34,651,419.12元因素后，本公司需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5,000,000.00元
(实际帐面价值 33,348,580.88 元减预计可回收价值 18,348,580.88 元)，所以处置原控股子
公司芭田希杰，本公司实际增加了 2019年度亏损 15,000,000.00元。详见公司回复“三、投
资收益确认的依据、金额、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

三、投资收益确认的依据、金额、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
公司 2019年度投资收益的构成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6,472,094.36 191,632.42

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74,797.91 3,198,278.61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
益 34,651,419.12

合计 28,254,122.67 3,389,911.03

其中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34,651,419.12 元是原控股子公司芭田希杰
被裁定受理强制清算，本公司因此丧失控制权，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处理时将
芭田希杰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损益的份额转回所致。由于本公司享有芭田希杰累
计亏损 34,651,419.12元在本公司母公司层面已全额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所以本公司合
并报表层面对于芭田希杰前期确认享有的累计亏损（持有期间投资收益）需转回，同时在
合并利润表中确认为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34,651,419.12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规定：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
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有
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34,651,419.12元，为合并报表公司对于芭田希杰
前期确认的亏损（持有期间投资收益）转回确认的投资收益。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芭田希杰年度盈利 账面金额 /百分比

2018年度及以前 -49,787,653.96

2019年 1-3月 -1,170,315.34

合计 -50,957,969.30

投资比率 68%

转回确认的投资收益 34,651,419.12

合并抵销过程如下：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说明

年初未分配利润 -33,
855,604.69

2018年度及以前芭田希杰未分配利润公司享有
的份额

投资收益 -795,814.43 确认 2019年度 1-3月份芭田希杰损益对应的份
额

投资收益 -34,651,419.12

投资收益 -795,814.43 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进行抵销

少数股东损益 -374,500.91

未分配利润 -50,
957,969.30

年初未分配利润 -49,787,653.96

可回收金额计算如下：
沈阳希杰年度盈利 账面金额 /百分比

货币资金 6,099,423.95

应收账款 5,465,691.15

固定资产 8,665,346.00

无形资产 10,955,734.00

预计可收回总额 31,186,195.10

清算费用 -4,000,000.00

预计可分配总额 27,186,195.10

投资比率 68%

公司预计可收回的金额 18,486,612.67

投资成本 68,000,000.00

需计提的减值损失 49,513,387.33

因 2019年 4月 1日起芭田希杰不再纳入合并，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资产减值损失 49,651,419.12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9,651,419.12

注：因对芭田希杰的长期股权投资处于清算状态下，故公司将对芭田希杰的长期权
权投资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

合并及母公司列报：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348,580.88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9,651,419.12
长期股权投资 68,000,000.00

注：公司在计提长期股权减值准备时，在原归属于公司的累计亏损 34,651,419.12 元
的基础上取整补计提 15,000,000.00元的减值损失，合计计提 49,651,419.12元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八条规定：投资方应当关注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出现
类似情况时，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
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2019年年末公
司已按预计可回收金额计提了 49,651,419.12元减值准备。

公司 2019年芭田希杰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损失 49,651,419.12 元， 对芭田希杰
由控制转为三无投资且处于被清算状态下在合并层面核算方法改变确认投资收益
34,651,419.12元，两项合计，实际确认亏损 15,000,000.00元。

因此，公司对投资收益确认的依据、金额、计算过程及对芭田希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的计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的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会计师核查回复：
会计师对芭田股份资收益确认的依据、金额、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实施的主要核查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 获取芭田希杰少数股东向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的清算申请及法院受理清算

通知；
2、获取公司对芭田希杰的投资可收回金额的预测依据；
3、核实对芭田希杰长期投资减值的计算；
4、核实对芭田希杰的投资在清算状态下的列报；
5、核实对芭田希杰由控制转为三无投资在合并层面的账务处理及投资收益计算。
经过上述程序核实，我们认为对原子公司芭田希杰由控制转为清算的账务处理及对

芭田希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计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的列报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

问题 8、年报显示，你公司期间费用（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 销售费用）2.91 亿元，同
比下降 16.55%，期间费用率（期间费用 / 营业收入）为 12.75%，同比下降 2.45 个百分点。
请结合期间费用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期间费用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延迟确认费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期间费用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期间费用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

（一）期间费用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额 变动率
销售费用 115,466,963.77 149,144,576.49 -33,677,612.72 -22.58%
管理费用 121,336,714.65 135,126,923.11 -13,790,208.46 -10.21%
财务费用 53,784,059.83 63,940,312.34 -10,156,252.51 -15.88%

期间费用合计 290,587,738.25 348,211,811.94 -57,624,073.69 -16.55%
营业收入 2,278,503,336.24 2,290,837,622.15
期间费用率 12.75% 15.20% -2.45%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年三项费用较 2018年减少了 57,624,073.69元，降低的比率为
16.55%。 2019年度期间费用率（期间费用 /营业收入）为 12.75%，比 2018年度期间费用率
（期间费用 /营业收入）15.20%下降 2.45个百分点。

（二）期间费用变动原因进行分项分析如下：
1、销售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额

工薪支出 44,818,638.63 55,918,023.53 -11,099,384.90

促销推广服务费 22,993,881.22 30,997,946.76 -8,004,065.54

差旅费 11,424,012.55 19,604,997.64 -8,180,985.09

广告宣传费 3,083,258.46 3,460,811.69 -377,553.23

装卸运输费 17,491,631.66 19,395,405.57 -1,903,773.91

汽车费用 7,397,263.28 8,054,779.69 -657,516.41

物料费 2,779,685.74 2,997,506.47 -217,820.73

办公费 3,390,310.57 6,057,272.76 -2,666,962.19

折旧摊销费 627,618.01 653,460.69 -25,842.68

业务招待费 437,057.65 607,462.91 -170,405.26

其他 1,023,606.00 1,396,908.78 -373,302.78

合计 115,466,963.77 149,144,576.49 -33,677,612.72

销售费用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减少了 33,677,612.72元，降低的比率为 22.58%。 主
要是由于工薪支出、促销推广服务费、差旅费、办公费、装卸运输费的降低所致。现分别对
此五项费用的变动情况进行说明：

（1）工薪支出：目前复合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尤其是中小型低端复合肥产能严重过
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芭田股份的策略为重点维护现
有客户，销售团队精英化，管控费用，增强公司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2018年度平均营销
人员为 555 人，2019 年度平均为 385 人， 下降 170 人。 工薪支出减少 11,099,384.90 元。
2019年度、2018 年度人均支出分别为 116,412.05 元、 100,753.20 元， 在人均收入有一定
的增加的基础上达到控制总体费用的目的。

（2）促销推广服务费：促销推广服务费较上期减少主要是芭田股份调整了费用分摊
比率，由原来的芭田股份、客户分摊比率 60%、40%调整为 50%、50%造成的。

（3）差旅费：变动原因同工薪支出，主要是人员减少所致。
（4）办公费：变动原因同工薪支出，主要是人员减少所致。
（5）装卸运输费：2019年装卸运输费相较 2018年减少 190.38万元，原因在于 2018 年

委外加工厂将 7800 吨产品从外省运往广西贵港市，2019 年度发生 150 吨， 运输量减少
7650吨。

2、管理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额

工薪支出 50,223,567.53 58,274,716.71 -8,051,149.18

折旧摊销及物耗 34,153,808.27 38,203,584.43 -4,049,776.16

办公费 14,102,223.59 16,221,789.31 -2,119,565.72

中介机构费用 10,744,491.07 10,343,261.00 401,230.07

业务招待费 3,467,583.85 2,483,985.08 983,598.77

差旅费 2,051,172.91 2,903,702.01 -852,529.10

汽车费用 1,598,410.63 1,842,090.31 -243,679.68

其他 4,995,456.80 4,853,794.26 141,662.54

合计 121,336,714.65 135,126,923.11 -13,790,208.46

管理费用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减少了 13,790,208.46元，降低的比率为 10.21%。 主
要是由于工薪支出、折旧摊销及物耗、办公费的降低所致。现分别对此三项费用的变动情
况进行说明：

（1）工薪支出：芭田股份精简管理人员，2018 年平均管理人员为 608 人，2019 年平均
为 534人，下降 74人，工薪支出减少 8,051,149.18元。

（2）折旧摊销及物耗：因 2018年 5 月，芭田股份搬入新的办公场所，对原办公地的装
修费摊余部份一次性摊销 353.00万元所致。

（3）办公费：办公费 2019年相较 2018年减少 211.96万元，主营变动原因为公司 2018
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办公楼搬迁到荣超联合总部大厦，享受深圳市科创委租房优惠，减少
办公费 232.00万元。

3、财务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额
利息支出 38,983,524.59 61,310,908.51 -22,327,383.92
减:利息收入 2,052,795.57 3,231,548.45 -1,178,752.88
汇兑损失 194,392.51 -194,392.51
减：汇兑收益 782.78 782.78
票据贴现息 15,781,924.12 4,676,556.14 11,105,367.98
其他支出 1,072,189.47 990,003.63 82,185.84

合计 53,784,059.83 63,940,312.34 -10,156,252.51
财务费用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减少了 10,156,252.51元，降低的比率为 15.88%。 一

方面因利息支出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因票据贴现息增加，分析如下：
（1）利息支出：芭田股份近两年的贷款金额持续减少，2019 年借款金额（含其他应付

款的借款金额）较 2018 年减少 525,804,623.50 元，导致 2019 年度利息支出较 2018 年度
减少 22,327,383.92元。

（2）票据贴现息：芭田股份在近两年融资方式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票据融资。 2019
全年票据融资贴现总额 57,660 万元， 2018 全年票据融资贴现总额 16,377 万元， 导致
2019年票据贴现息较上期增加 11,105,367.98元。

（三）芭田股份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期间费用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证券代码）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变动额 变动率
新洋丰（000902）
销售费用 52,268.52 55,130.88 -2,862.36 -5.19%
管理费用 28,877.13 29,392.17 -515.04 -1.75%
财务费用 -2,100.98 -2,370.06 269.07 11.35%
费用合计 79,044.67 82,153.00 -3,108.33 -3.78%
营业收入 932,749.84 1,003,062.17 -70,312.33 -7.01%
期间费用率 8.47% 8.19% 0.28%
史丹利（002588）
销售费用 35,355.36 37,534.59 -2,179.23 -5.81%
管理费用 21,637.17 21,584.04 53.13 0.25%
财务费用 -29.78 1,996.54 -2,026.32 -101.49%
费用合计 56,962.76 61,115.17 -4,152.41 -6.79%
营业收入 578,087.29 569,317.68 8,769.60 1.54%
期间费用率 9.85% 10.73% -0.88%
司尔特（002538）
销售费用 13,466.63 14,599.67 -1,133.04 -7.76%
管理费用 14,608.31 14,130.63 477.68 3.38%
财务费用 3,849.05 3,046.42 802.63 26.35%
费用合计 31,923.98 31,776.72 147.26 0.46%
营业收入 301,593.17 312,680.86 -11,087.69 -3.55%
期间费用率 10.59% 10.16% 0.42%
芭田股份（002170）
销售费用 11,546.70 14,914.46 -3,367.76 -22.58%
管理费用 12,133.67 13,512.69 -1,379.02 -10.21%
财务费用 5,378.41 6,394.03 -1,015.62 -15.88%
费用合计 29,058.78 34,821.18 -5,762.40 -16.55%
营业收入 227,850.33 229,083.76 -1,233.43 -0.54%
期间费用率 12.75% 15.20% -2.45%

与同行业公司期间费用收入率对比分析，芭田股份的费用收入率较高，费用管控还
有持续改善空间。

通过期间费用构成及变动原因分析，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可知公司期间
费用率下降是合理的，不存在延迟确认费用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回复：
会计师对芭田股份期间费用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获取芭田股份的财务管理制度及费用报销管理规定，了解各项费用报销流程及

财务核算方法。
（二）取得并检查报告期内期间费用明细表；对报告期内期间费用变动情况实施了分

析性程序；分析期间费用各个项目发生的金额，并与上期进行比较，判断其变动的合理
性；

（三）检查期间费用的各项支出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主要费用项目的凭
证、原始单据及付款流程进行测试，审批手续是否健全。

（四）抽查了报告期的大额费用合同，核对了费用支付凭证、单据审批流程、费用归属
期间等，并与财务部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了解费用波动的原因。

（五）分析芭田股份期间费用的增长与公司业务规模、人员增长、营业收入的增长是
否相匹配，结合同行业对比了解并核实增长的主要原因；

（六）实施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是否存在大额跨期现象。
会计师认为：经核查，未发现延迟确认费用的情形，芭田股份费用变动符合经营管理

事实。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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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六项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0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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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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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8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 10 号漳泽电力 15 楼 1517 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文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1,494,656,927 股， 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48.57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489,898,12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8.42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4,758,80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547％。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 1.00� �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654,4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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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3％；反对 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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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2.00� �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654,4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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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3％；反对 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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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3.00� � 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654,4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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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3％；反对 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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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0� � 关于拟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470,92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6％ ； 反对

18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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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8,94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611％； 反对 18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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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5.00� �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319,82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4％ ； 反对

33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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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7,84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73％； 反对 33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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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6.00� � 关于控股子公司蒲洲热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319,82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4％ ； 反对

33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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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7,84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73％； 反对 33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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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 李晶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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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围海股份”）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120），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
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的交易时间，即 9：

30-11：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4 日

9：15 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http://wltp.cninfo.com.cn），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
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公司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告的
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
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见本通知附件），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及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等。
7、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1009 号围海大厦 12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选举刘智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刘智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提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

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加盖
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不接受电话登记。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 信函请寄至：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1009 号 7 楼证券
部，邮编：315103，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4）参加网络投票无需登记。
2、登记时间：2020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1009 号 7 楼证券部
联系人：冯婷婷、夏商宁
联系电话：0574-87911788
传真：0574-83887800
邮政编码：315103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

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1009 号 7 楼证券部
会务常设联系人：冯婷婷、夏商宁
联系电话：0574-87911788
传真：0574-83887800
邮政编码：315103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86”，投票简称：“围海投票”。
2、提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

“弃权”。
股东大会对多项提案设置“总议案”，对应的提案编码为 100。 股东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
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
相关文件。

（说明：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若无明确指示， 代理人可自行投
票。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

提案

1.00 《关于选举刘智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1、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

束；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0-057

股东关于减持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天枢钟

山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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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未来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江北区同乐九鼎”）、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
九鼎”）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晋
文九鼎”）、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齐桓九鼎”）、嘉
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楚庄九鼎”）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2,609,8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55%），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拟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结合市场情况进行减持，减持比例不设限
制。

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8,925,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0.30%）。近日，公司收到江北区同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春秋齐
桓九鼎、春秋楚庄九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
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住 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996 号前洋之星广场 1-1 号楼至 1-2 号
楼 1-9、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1室 -90、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1室 -92、浙江省嘉兴市
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1室 -91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16日至 2020年 6月 17日
股票简称 盘龙药业 股票代码 002864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A股 346,800 0.40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277,200 0.32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159,600 0.18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145,800 0.17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111,000 0.13

合 计 A股 1,040,400 1.2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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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960,800 3.42 2,614,000 3.02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960,800 3.42 2,614,000 3.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369,100 2.73 2,091,900 2.41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369,100 2.73 2,091,900 2.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402,700 1.62 1,243,100 1.43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402,700 1.62 1,243,100 1.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61,300 1.46 1,115,500 1.29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261,300 1.46 1,115,500 1.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932,000 1.08 821,000 0.95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32,000 1.08 821,00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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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否□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

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上述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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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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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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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