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55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0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 2020-078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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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汉宜”）持有公司 80,26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73%，新星汉宜持有公司
股份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质押后）为 56,342,142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70.20%。 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
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82,821,3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1.27%；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 97,431,696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53.29%。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接到公司股东新星汉宜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的股权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年 10月 22日， 新星汉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其持有的公司

2,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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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 2022年 9月 14日，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2.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该股份的质押主要用途是自身经营所需， 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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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汉宜 80,262,230 13.73% 54,342,142 56,342,142 70.20% 9.64% 0 0 0 0
当代集团 79,845,843 13.66% 33,989,554 33,989,554 42.57% 5.81% 0 0 38,974,575 0
天风睿盈 7,612,034 1.30% 7,100,000 7,100,000 93.27% 1.21% 0 0 0 0
天风睿源 15,101,278 2.5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82,821,385 31.27% 95,431,696 97,431,696 53.29% 16.67% 0 0 38,974,575 0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新星汉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3,631,696股， 占合计所持有股份比例

34.8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88%，融资余额为 34,556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1,700,000股，
占合计所持有股份比例 6.4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00%，融资余额为 5,600万元。 股东新星汉宜及一致行动人具
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二）截止披露日，股东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股东新星汉宜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2、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
股东新星汉宜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
3、可能对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产生的影响。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0-10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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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0月 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五星路 201号浙商证券十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40,227,1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21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承根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

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王青山、马国庆、陈溪俊、许长松、王宝桐、沈田丰、熊建益董事因

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龚尚钟监事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张晖出席；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0,186,021 99.9980 41,100 0.002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蒋照辉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139,801,557 99.980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5,360,862 99.7331 41,100 0.2669 0 0.0000

2.01 选举蒋照辉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976,398 97.23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 2 项议案及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2、《关于修改<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涉及特别决议通过议案，该议案获得超过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张璇、武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0-053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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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所在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外部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竑岩先生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卢竑岩先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
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热点概念；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

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其他重要股东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请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上网披露文件
《关于<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3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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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0

月 21日、2020年 10月 22日、2020年 10月 23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核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目前公司仅通过外购中硼玻璃管生产中硼玻璃瓶，且中硼玻璃
瓶在公司产品结构中占比较低,预计相关产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一座中硼玻璃管产品窑炉处于建设阶段，未正式量产，即使正式量产，产量也相对有限，短期
内市场占有率也不高。 同时国家推行一致性评价， 药品选择包材进行的稳定性试验等则需要长时间的验
证，公司自产中硼玻璃管未来能否用于疫苗也存在不确定性；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滚动市盈率 170.09，静态市盈 178.30，远高于医疗器械业的行业滚动市盈
率 59.29，静态市盈率 60.0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年 10月 21日、2020年 10月 22日、2020年 10月 23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跌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

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相关订单、合同
正常履行。

目前公司一座中硼玻璃管产品窑炉处于建设阶段，未正式量产，即使正式量产，产量也相对有限，短期
内市场占有率也不高。 同时国家推行一致性评价， 药品选择包材进行的稳定性试验等则需要长时间的验
证，公司自产中硼玻璃管未来能否用于疫苗也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仅通过外购中硼玻璃管生产中硼玻璃瓶，且中硼玻璃瓶在公司产品结构中占比较低,预计相
关产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20年 7月 30日披露了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事项于 2020年 8月 19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
受理单，并于 2020年 10月 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且拟募投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能否按
计划达到预期效益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公司后续将按规定披露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事项相关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
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

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滚动市盈率 170.09，静态

市盈 178.30，远高于医疗器械业的行业滚动市盈率 59.29，静态市盈率 60.0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68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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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0月 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 137号船舶大厦 1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8,115,81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12,976,1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55,139,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广德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

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2 人，执行董事陈忠前、盛纪纲先生、向辉明先生及陈激先生，非执行

董事施俊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闵卫国先生、王翼初先生、刘人怀先生及喻世友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1 人，监事金学坚先生及傅孝思先生，职工监事麦荣枝先生及张山先
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志东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财务负责人侯增全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顾远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林斌先生及聂炜先生、监事候选人陈朔帆先生及朱维彬先生、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李凯及张庆瓛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船防务第十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2,974,751 99.9997 1,400 0.0003 - -
H股 355,139,662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868,114,413 99.9997 1,400 0.0003 - -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0-2022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36,099 98.7747 216,300 1.2253 - -
H股 7,067,885 76.8351 2,130,887 23.1649 - -

普通股合计： 24,503,984 91.2585 2,347,187 8.7415 - -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韩广德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6,706,465 99.8377 是

3.02 关于选举陈利平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3 关于选举盛纪纲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4 关于选举向辉明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5 关于选举陈忠前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867,191,365 99.8935 是

3.06 关于选举陈激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7 关于选举顾远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6,977,115 99.8688 是

2、关于选举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喻世友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867,243,486 99.8995 是

4.02 关于选举林斌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867,440,215 99.9222 是

4.03 关于选举聂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867,440,215 99.9222 是

4.04 关于选举李志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867,440,215 99.9222 是

3、关于选举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陈朔帆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867,424,935 99.9204 是
5.02 关于选举陈舒女士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867,424,935 99.9204 是
5.03 关于选举朱维彬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867,471,073 99.925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中船防务第十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17,650,999 99.9921 1,400 0.0079 - -

2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2020-2022 年持
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17,436,099 98.7747 216,300 1.2253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3.01 关于选举韩广德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58,552 95.5029
3.02 关于选举陈利平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3 关于选举盛纪纲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4 关于选举向辉明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5 关于选举陈忠前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6 关于选举陈激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7 关于选举顾远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4.01 关于选举喻世友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35,073 95.9364
4.02 关于选举林斌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76,801 96.1728
4.03 关于选举聂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76,801 96.1728
4.04 关于选举李志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76,801 96.1728
5.01 关于选举陈朔帆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6,961,521 96.0862
5.02 关于选举陈舒女士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6,961,521 96.0862
5.03 关于选举朱维彬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7,007,659 96.34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议案 1 至议案 5 均为为普通决议案，已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 2 涉及关
联交易，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就议案 2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崇武、胡文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公告编号：2020-041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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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16：30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1人，亲自出席者 7 人，其中：执行董事盛纪纲先生
及执行董事向辉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均委托执行董事陈利平先生代为出席表决；非
执行董事陈激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非执行董事陈忠前先生代为出席表决；独立非
执行董事李志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林斌先生代为出席表决。 本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由韩广德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韩广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忠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韩广德、陈忠前、陈利平、盛纪纲、向辉明、陈激
顾远
审计委员会：林斌、喻世友、聂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喻世友、林斌、李志坚
提名委员会：聂炜、李志坚、顾远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如下，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斌先生（具备会计学专业资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喻世友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聂炜先生
此外，根据公司《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韩广德先生担

任，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陈利平先生（陈利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李志东先生（李志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侯增全先生（侯增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于文波女士（于文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附件：
陈利平先生简历

男，1967 年 11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1989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精
密仪器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2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历
任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董事会秘书、董事；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李志东先生简历

男，1966 年 4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7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专业，获得工学学
士学位；1997 年 11月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历任广州广船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法律顾问、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香港公司秘书，公司党总支书
记；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香港公司秘书。
侯增全先生简历

男，1970 年 5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 1989 年 7 月毕业于九江船舶工业学校工业会计专业；1992 年
12 月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会计学专业。 历任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助理、主任，广船
国际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于文波女士简历

女， 1978 年 4 月出生。2007 年毕业于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获得管理
学硕士学位。 2011年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事务代表资质的要求。 历任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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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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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16:00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5 名监事均参加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朔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公司代码：605003 公司简称：众望布艺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林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九香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032,648,200.25 447,835,760.03 13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9,206,916.58 341,649,067.86 174.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877,551.92 61,532,478.10 18.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45,139,454.87 341,589,176.87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025,530.02 74,309,595.54 2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6,585,898.40 69,418,479.27 24.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6 27.32 减少 2.6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5 1.13 2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5 1.13 28.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100.84 103,120.6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628,105.48 8,385,039.8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40,527.77 440,527.77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197,032.78 2,176,760.6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33,984.78 -1,665,817.34

合计 3,592,580.41 9,439,631.6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6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量 股份状
态 数量

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 64,547,677 73.35 64,547,67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望高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52,323 1.65 1,452,32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68,010 1.10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3,150 0.26 0 无 其他

曾新耀 231,10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耀武 229,50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韬 217,210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田应林 182,453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创新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81,353 0.21 0 无 其他

王燕金 156,673 0.1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趋势优
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68,010 人民币普通股 968,0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经济新
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150 人民币普通股 233,150

曾新耀 2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100
陈耀武 2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500
张韬 217,21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10
田应林 182,453 人民币普通股 182,45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创新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353 人民币普通股 181,353

王燕金 156,673 人民币普通股 156,673
张健 1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100
姜东林 143,107 人民币普通股 143,1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元）
期初余额
（元）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65,591,006.76 109,559,506.97 233.69收到募集资金增加银行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0,440,527.77 - 不适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预付款项 4,172,464.14 550,612.30 657.79主要是订购材料预付款增加影
响

其他应收款 7,774,428.49 18,205,407.28 -57.30主要是期初应收拆迁补偿款在
本期收回影响

在建工程 131,654,955.16 53,269,639.36 147.15主要是募投项目持续投入影响

短期借款 1,491,122.47 - 不适用美国子公司取得的政府支持贷
款

应付票据 18,374,887.19 33,134,909.24 -44.55主要是本期需用票据支付的货
款减少

预收款项 161,385.09 4,127,340.93 -53.27主要是本期预收款销售减少所
致合同负债 1,767,343.41

应付职工薪酬 5,437,183.00 7,888,783.07 -31.08主要是本期支付之前计提的年
终奖影响

其他应付款 5,419,544.99 158,077.05 3,328.42主要是已计提尚未支付的发行
费用影响

实收资本(或股本) 88,000,000.00 66,000,000.00 33.33发行 2200 万社会公众股

资本公积 576,969,159.04 96,969,159.04 495.00发行 2200 万社会公众股所产生
的资本溢价

其他综合收益 98,925.91 566,607.21 -82.54汇率变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
异

未分配利润 252,101,406.72 156,075,876.70 61.52主要是本期经营产生的净利润
增加

3.3 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数
（元）

上期数
（元）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315,913.44 4,016,383.15 -67.24主要是本期可抵扣进项税增加影
响

财务费用 485,666.67 -3,505,918.23 不适用主要是受汇率波动影响
其他收益 8,362,712.85 5,734,121.12 45.84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440,527.77 ?49,315.07 793.29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增加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2,211,863.04 ?-1,473,348.27 50.12本期末应收账款增加从而增加坏
账计提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162,724.66 ?-953,382.21 不适用主要是本期长库龄存货减少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 ?104,949.97 ?-4,168.86 不适用本期处置闲置资产

营业外收入 ?2,234,113.05 ?816,488.75 173.62本期处理部份长期挂账预收款项
影响

营业外支出 ?35,354.68 ?15,621.02 126.33本期增加捐款支出影响
3.4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数
（元）

上期数
（元）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2,272,782.46 16,022,254.73 138.01主要受本期进项增加影响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3,879,000.00 736,978.00 1,882.23主要是本期收到上年计计的拆
迁补偿款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420,820,629.89 225,778,172.28 185.39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

金到期收回影响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6,237,675.95 28,804,432.09 298.39主要是募投项目持续投入影响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894,000,000.00 205,000,000.00 435.10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增

加影响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 52,800,000.00 不适用上期数为 2018 年度股利分配，

2019 年度未进行股利分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089,577.61 981,162.05 不适用主要受汇率波动影响

3.5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307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25.75 元。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8,8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650.00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0,200.00 万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两
家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余杭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2 日因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而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情况，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出具了天健验
〔2020〕344 号《验资报告》。

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3.6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7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林山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5003��������证券简称：众望布艺 公告编号：2020-013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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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 11月 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 11月 30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水洪庙 1号，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1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选举杨林山先生为公司董事 √
1.02 选举马建芬女士为公司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选举寿邹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2 选举缪兰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3 选举翟栋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选举蒋小琴女士为公司监事 √
3.02 选举王英女士为公司监事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5003 众望布艺 2020/11/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

持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登记需附上上述（一）（1）、（2）条所列的证

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登记材料须在登记时间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二）登记地点：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办公室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水洪庙 1号
邮编：311108
联系人：韩雯
联系电话：0571-86172330 传真：0571-86172330
（三）登记时间：2020 年 11月 27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六、其他事项
（一）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雯
电话：0571-86172330 传真：0571-86172330
（二）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请股东在与会前仔细阅读。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杨林山先生为公司董事
1.02 选举马建芬女士为公司董事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寿邹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02 选举缪兰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03 选举翟栋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3.01 选举蒋小琴女士为公司监事
3.02 选举王英女士为公司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

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

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董事候
选人有 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
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

人有 6 名；应选独立董事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 需投票表
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
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某
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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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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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3日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0月 17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蒋小琴女士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公司监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同意提名蒋小琴、王英（简历

附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附：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蒋小琴女士：1981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4 年 6 月至 2007 年

6 月， 历任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宴会销售、 浙江坤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客服部经理；200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1月，历任众望有限业务员、外贸部经理兼品管部经理。 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销售部经理。

蒋小琴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蒋小琴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何情形，具备监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蒋小琴女士通过杭州望高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众望布艺 96,822
股。

王英女士：1981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主持参与了《一种自去污
功能织物》、《黏胶纤维与咖啡碳纤维混纺面料》、《新型抑菌防霉面料》、《一种泡泡花面料》等实用新型
专利 22 项，外观设计专利 60 项，参与作品著作权 500 多项。 2003 年 7 月至 2008 年 2 月，历任浙江大
学经纬计算机有限公司设计师、艾迪尔纺织品设计工作室设计师。 2008 年 3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众
望有限设计部经理。 2017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研发设计部经理。

王英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英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何情形，具备监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王英女士通过杭州望高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众望布艺 96,82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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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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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以

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

公司董事长杨林山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同意提名杨林山、马建芬（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同意提名缪兰娟、寿邹、翟栋

民（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0 年 11月 30 日下午 14:30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水洪庙 1 号公司一楼会

议室召开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众

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13）。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附：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杨林山先生：1964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杭州市余杭区

第七届政协委员、杭州市余杭区第八、九届政协常委、杭州市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现兼任余杭
家纺产业协会会长、中国家纺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余杭区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协会副会长、
余杭区工商联副主席、总商会副会长。 199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月，任众望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7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杨林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建芬的配偶，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杨颖凡的父亲，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林山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何情形，具备董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杨林山先生通过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众望布艺 26,464,547 股。
马建芬女士：1964 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9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历任众望有限监事、众望化纤总经理；2017 年 11 月至今，任众望实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
董事。

马建芬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林山的配偶，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杨颖凡的母亲，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建芬女士不存在《公司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何情形，具备董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马建芬女士通过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众望布艺 25,173,594 股。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缪兰娟女士：1965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1989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月，历任杭州之江饭店财务部主办会计、浙华会计师事务所部主任、浙江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长。2004 年 11月至今，任浙江新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员、浙江
新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新中天信用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7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缪兰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缪兰娟女士不存在《公
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的任何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缪
兰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寿邹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特许金融分析师。2001年 1
月至 2004 年 10 月，历任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部高级经理；2004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寿邹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寿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
何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寿邹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翟栋民先生：1963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7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金杜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合伙
人，2010 年 9 月至今任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20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翟栋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翟栋民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的任何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翟
栋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