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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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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5 人，实参会监事 5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和
《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全体监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涓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拟选举刘涓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

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
刘涓女士简历：
刘涓，中国籍，汉族，女，1975年 10月生，四川大学经济学学士，注册会计师。历任云南南天电子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中层副职。 现任云
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范宏平女士简历：
范宏平，中国籍，汉族，女，1967年 8月生，中共党员，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在职工商管理

硕士。 曾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政策法规部副部长、政策法
规部部长、监事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审计部部长等职。 现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法务部部长。

郑勇勇先生简历：
郑勇勇，中国籍，汉族，男，1983年 7月生，中共党员，云南大学会计学专业。 2008 年至今在云南省

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工作，2021 年 10 月 12 日起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

二、职工代表监事：
张瑞江先生简历：
张瑞江，中国籍，汉族，男，1972年 9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助理政工师。 历任云南国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办公室）经理；云南
工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综合管理部经理；现任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
主任。

杨雅茹女士简历：
杨雅茹，中国籍，哈尼族，女，1987 年 12 月生，云南大学经济学学士，经济师，拥有基金从业资格

证。 历任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部项目主管、项目部副经理；现任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法务与审计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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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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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证监会相关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
● 截至公司三季度末，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关联债务

的还款，公司仍面临 2021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无法由负转正的风险，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 公司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获立案侦查， 目前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调查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调查通知书》（中证调查字 2021030002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及分别
于 2021年 6月 22日、7月 20日、8月 24日、9月 25日披露的《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1、2021-074、2021-088、2021-0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相关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立案调查期间每月
至少披露一次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最终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重要风险提示
（一）截至公司三季度末，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数。 前期，九天控股来函中自查确认，通过公

司的四家客户对公司及子公司构成资金占用，经公司进一步核查，九天控股来函提及的客户仍与公司
及子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余额，不排除后续核查中关联债务增加的可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
收到上述关联债务的还款，公司仍面临 2021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无法由负转正的风险，根据《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二）2021 年 7 月 10 日，公司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告编号：2021-
067）。2021年 8月 2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并获立案侦查（公告编号：2021-082）。
目前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调查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消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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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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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 688号易见大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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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8,04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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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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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杨复兴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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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7 人，其中董事史顺先生、董事苏丽军先生、独立董事李雪宇先生、金

祥慧女士、张慧德女士通过电讯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监事范宏平女士通过电讯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罗昌垚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裁、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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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石金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547,223,073 99.8495 是

1.02 关于选举杨志刚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547,223,072 99.8495 是

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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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关于选举刘涓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的议案 547,223,021 99.8495 是

2.02 关于选举郑勇勇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的议案 547,222,978 99.8495 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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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石金桥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49,420 15.3408

1.02
关于选举杨志刚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49,419 15.3407

2.01
关于选举刘涓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149,368 15.3355

2.02
关于选举郑勇勇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149,325 15.33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潇瑜、刘秦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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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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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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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人，实参会董事 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
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选举石金桥先生、杨志刚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选举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具体如下：
主任委员：董事长杨复兴先生；
委员：董事史顺先生、独立董事金祥慧女士、独立董事张慧德女士、董事石金桥先生、董事杨志刚

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议案》；
公司现新增《规章制度管理办法》、《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危机处理应急制

度》、《战略管理制度》、《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反舞弊与举报投诉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防治舞弊，保障公司员工正常行使举报和投诉违法、违规行为的权利，公司拟对原《反舞弊管

理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制度更名为《反舞弊与举报投诉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杨复兴先生简历：
杨复兴，中国籍，男，1962年 8月生，白族，中共党员，1984 年 7 月参加工作，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 历任云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市场流通体制处副处长、处长，云南省政
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社会与市场处处长，云南省政府研究室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长，云南省人民政府
研究室宏观处处长，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处处长，云南世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其间任大理市委副书记），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易见股份董事，董事长。

史顺先生简历：
史顺，中国籍，男，1971年 9月生，中共党员，西南交通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云南工投

曲靖经开区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同图园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工投昭阳产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业园区部总经理、云南省工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战略发展部部长，现任易见股份董事、总裁。

丁加毅先生简历：
丁加毅，中国籍，1964年 6月生，中共党员，云南大学经济学学士。 现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 2020年 8月起任易见股份董事。
苏丽军先生简历：
苏丽军，中国籍，男，1967年 9月生，中共党员，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江川

县支行副行长，丽江市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丽江市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云南省分行公司业务部
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石金桥先生简历：
石金桥，中国籍，男，1971年 10月生，中共党员，昆明理工大学工程管理专业，高级资产管理师。历

任云南工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总经理、董事；云南同图园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副
书记、总经理、董事。 现任云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杨志刚先生简历：
杨志刚，中国籍，男，1972年 3月生，中共党员，云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经济师。

历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投资部高级项目经理； 云南惠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云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易见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独立董事
李雪宇先生简历：
李雪宇，中国籍，男，1971年 10月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云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

会副主任，一级律师(正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主
任，执行合伙人，曾担任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现任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金祥慧女士简历：
金祥慧，中国籍，女，1982年 8月生，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多家上市公司

证券部负责人，参与编写多本上市公司证券管理、合规方面的著作，现任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张慧德女士简历：
张慧德，中国籍，女，1964年 4月生，注册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会员，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武汉精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实验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现
任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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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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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5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7,531,7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7,531,7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50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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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集，董事长何文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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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董事郑秋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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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何文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1.02 关于选举何文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1.03 关于选举何凯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1.04 关于选举唐秀娥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4 99.9995 是

1.05 关于选举倪政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1.06 关于选举侯艳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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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关于选举胡继荣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2.02 关于选举任德坤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2.03 关于选举冯玲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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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关于选举李寅彦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97,531,213 99.9995 是

3.02
关于选举马科银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97,531,214 99.999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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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何文波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1.02
关于选举何文秋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1.03
关于选举何凯伦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1.04
关于选举唐秀娥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8,430 99.9956

1.05
关于选举倪政雄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1.06
关于选举侯艳萍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2.01
关于选举胡继荣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2.02
关于选举任德坤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2.03
关于选举冯玲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1,368,429 99.99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涵、蒋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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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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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福

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5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
会议的通知时限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由李寅彦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会议监事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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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选举李寅彦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n）的《关
于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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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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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10月 25日、2021年 10 月 8 日分别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和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1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议案。 现将公司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2021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何文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何文波先生简
历详见公司 2021年 10月 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应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 经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何文波先生、何文秋先生、唐秀娥女士，其中主任委员为何文波先生；
2、审计委员会：胡继荣先生、冯玲女士、唐秀娥女士，其中主任委员为胡继荣先生；
3、提名委员会：冯玲女士、何文波先生、任德坤先生，其中主任委员为冯玲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德坤先生、胡继荣先生、何文秋先生，其中主任委员为任德坤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胡继荣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详见公司 2021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三、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2021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寅
彦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寅彦女士简历详见公司 2021年 10 月 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何文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肖维军先生、何武强先生、黄灯辉先生、江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谢忠恒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黄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涂晓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

中， 董事会秘书黄健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涂晓丹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证书，黄健先生的任职资格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58号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350015
联系电话/传真：0591-38133727
邮箱：zhengquan01@forecam.com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何文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 3月出生，初中学历，研究员职称。 历任：福

建福清市中融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福建福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福清市富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总经理，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兼总经理，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社会兼职：福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福建省企业与企
业家联合会法定代表人、执行副会长、福建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福建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联盟总干
事长。 个人荣誉：第四届福建省青年创业奖杰出成就奖、2007年度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2009 年
海西创业英雄、2009年福建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第十七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第三批福建省特殊支持

“双百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改革开放 40 年 40 位福建最有影响力企业家，首届福建省“国防人
物”、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2021 年福建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福建省“最美科技工
作者”等荣誉。

2、肖维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 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位，教授级
高工。历任：福建福光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技术部科员、主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特种定制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福建福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福建省劳动模范称
号、2008-2009年度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荣获第十二届福建青年科技奖、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第
十九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五小创新大赛一等奖，作为主要成员协助公司获得军队科
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和二等奖 1 项，福建省科技二等奖 2 项、福建省科技三等奖 5 项，福州市科技二等
奖 2项，三等奖 7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3、何武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 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历任：
福州大统钟表有限公司、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富宝化工有限公司职员、福建福光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资部经理、生产部经理、营销部经理、激光红外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兼研究
院副院长；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黄灯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 4月出生，大专学历。历任：融兴瑞泰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科创孵化基地（一号基地）总经理、供应链中
心负责人。

5、江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理学学士，生态学专业。
历任：广州朗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副课长，测试中心课长，研发部
副经理，市场部经理、高新产业化基地（二号基地）研发部副部长、科创孵化基地（一号基地）研发部设
计六室室长、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 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高新产业化基地（二号基
地）总经理、销售总监。

6、谢忠恒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 1月出生，大专学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历任：福清江镜信用社信贷员，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监，深圳市天瞳光学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监。现任：福建福光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福州市马尾区瑞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福建福光天瞳
光学有限公司监事。

7、黄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法律职业资格，董事会
秘书资格。 历任：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伊时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员；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8、涂晓丹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董事会秘书资格。 历
任：海西商品交易所、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现任：福建福
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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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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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9,790,18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0月 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风证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62号）核准，天风证券向共计 15 名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 1,999,790,18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并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完成
后，天风证券总股本由 6,665,967,280股增加至 8,665,757,464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为 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
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999,790,184股，将于 2021年 10月 29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已全部解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认购时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天风

证券股票因天风证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对天风证券非公开发行解禁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天风证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天风证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中信证券对天风证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9,790,184股；
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0月 29日。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管 -广发银行 -国寿资产 -优势甄选 2102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244,498,777 2.82% 244,498,777 0
2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95,599,022 2.26% 195,599,022 0
3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5,599,022 2.26% 195,599,022 0

4 西安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曾用名：西安自贸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曾用名：西安自贸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46,699,266 1.69% 146,699,266 0

5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2,249,388 1.41% 122,249,388 0

6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西安曲江祥汇睿恒 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22,249,388 1.41% 122,249,388 0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795,080 1.41% 121,795,080 0
8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意资管 -兴业银行 -中意资产 -优势企业 16号资产管理产品 100,244,498 1.16% 100,244,498 0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1,442,542 1.06% 91,442,542 0
1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124,694 0.71% 61,124,694 0
11 四川国经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国经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1,124,694 0.71% 61,124,694 0
12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1,124,694 0.71% 61,124,694 0

13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天辰景晟 7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1,124,694 0.71% 61,124,694 0

1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124,694 0.71% 61,124,694 0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君泰一期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63,569,682 0.73% 63,569,682 0

财通基金 -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安吉 225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1,124,694 0.71% 61,124,694 0

财通基金 -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潞安定增优选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36,674,816 0.42% 36,674,816 0

财通基金 - 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险资金 - 财通基金增值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784,841 0.37% 31,784,841 0

财通基金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建兴定增 2103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30,073,350 0.35% 30,073,350 0

财通基金 -陕西金资金风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财通基金金资金风 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25,672,371 0.30% 25,672,371 0

财通基金 - 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国贸定增 2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9,559,902 0.23% 19,559,902 0

财通基金 -叶峰 -财通基金安吉 26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914,425 0.17% 14,914,425 0
财通基金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西部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2,224,939 0.14% 12,224,939 0

财通基金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玉泉添鑫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7,823,961 0.09% 7,823,961 0

财通基金 -杨愈静 -财通基金玉泉 110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889,976 0.06% 4,889,976 0
财通基金 -王云峰 -财通基金玉泉 11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865,526 0.06% 4,865,526 0
财通基金 -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财通基金安吉 258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4,816,626 0.06% 4,816,626 0

财通基金 -保盛和锐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财通基金玉泉 1100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3,765,281 0.04% 3,765,281 0

财通基金 -郑海鹏 -财通基金安吉 25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422,983 0.04% 3,422,983 0
财通基金 -曾子熙 -财通基金安吉 26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933,985 0.03% 2,933,985 0
财通基金 -宦茹 -财通基金玉泉 110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67,237 0.03% 2,567,237 0
财通基金 -莫明华 -财通基金玉泉 109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谭勇 -财通基金玉泉 110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周志斌 -财通基金玉泉 110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黄锋 -财通基金安吉 26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 汇誉锐进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财通基金安吉 267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朱孔峰 -财通基金安吉 27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季利琴 -财通基金安吉 25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88 0.03% 2,444,988 0
财通基金 -中珏中钜增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财通基金玉泉 110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5,990 0.02% 1,955,990 0

财通基金 -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汇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222,494 0.01% 1,222,494 0

财通基金 -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财通基金财信长盈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222,494 0.01% 1,222,494 0

财通基金 - 湖南日报优选定增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财通基金湘报优
选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33,496 0.01% 733,496 0

财通基金 -孙韬雄 -财通基金玉泉 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4,499 0.003% 244,499 0
财通基金 -上海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玉泉 1006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244,499 0.003% 244,499 0

财通基金 -悬铃增强 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财通基金悬铃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44,499 0.003% 244,499 0

财通基金 - 汉汇韬略对冲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财通基金添盈增利 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2,249 0.001% 122,249 0

合计 1,999,790,184 23.08% 1,999,790,184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59,961,338 -259,961,338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739,828,846 -1,739,828,846 0
3、其他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99,790,184 -1,999,790,184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6,665,967,280 +1,999,790,184 8,665,757,46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665,967,280 +1,999,790,184 8,665,757,464

股份总额 8,665,757,464 0 8,665,757,464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证券代码：688379 证券简称：华光新材 公告编号：2021-028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投资者交流活动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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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 10 月 23 日，由中国焊接协会主办，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先进焊接与连接

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孚晶焊接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焊接协会钎焊材料、设备及工艺分会承办的第十
九届中国焊接之桥（杭州华光）行业发展论坛暨 2021 中国（杭州）绿色连接与制造高峰论坛在杭州市
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为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华光新材所处行业的发展方向及最新
研究成果，特邀部分投资者一同参与论坛，并以此为契机在论坛当天下午组织 2021 年投资者交流活
动，公司部分管理层就公司基本情况、发展战略等与参会投资者进行了充分交流，同时解答了投资者
较为关注的问题，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具体情况如下：

一、活动基本情况
1、活动时间：2021年 10月 23日 8:30-17:30。
2、活动地点：
（1）8:30—15:30：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会议室；
（2）15:30—17:3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大道启航路 82 号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3、出席人员：
（1）公司出席人员：董事长金李梅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岭女士；董事陈波先生；财

务负责人俞洁女士；监事吴健颖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李美娟女士。
（2）来访投资者：本次会议共有 8位投资者出席。
4、活动日程：

时间 活动内容

8:30-11:30 参加主题为“减碳 高端 合作 共赢”的第十九届中国焊接之桥（杭州华光）行业发展论坛暨 2021�中
国（杭州）绿色连接与制造高峰论坛

13:30-15:30
2021年投资者交流活动
（1）董事长金李梅女士致辞
（2）董事会秘书胡岭女士介绍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战略
（3）公司管理层与来访投资者互动交流

15:30-17:30 公司高层引导投资者参观公司

二、活动交流情况

（一）目前公司用量最大的原材料是什么？ 如果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的？
答复：目前公司用量最大的原材料是铜及白银，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我们与客户确定产

品价格时，会选取某一时段（通常为一个月的均价）或某时点的主要原材料市场价作为原材料成本的
结算价。这种定价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另一方面，目前公司已着手开始
开展原材料的套期保值工作，进一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二）公司 2012-2015年业绩呈现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是什么？ 后续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答复：受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和公司勾庄厂区产能局限的影响，公司在 2012-2015 年业绩呈现下

滑趋势。 2015年开始公司仁和生产基地启用后，产能得到释放，同时通过新产品的研发及新领域、新客
户的开拓，从 2016年开始业绩稳步提升。 后续募投项目的投产，公司产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公司
不断研发和开拓的新产品、新市场，公司有信心实现业绩的持续提升。

（三）公司银浆产品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未来增长率预测如何？
答复：目前公司银浆产品主要应用在薄膜开关、触摸屏、笔记本键盘、石墨烯发热、元器件压敏电

阻、热敏电阻、穿心电容等领域，公司将加大银浆产品的研发投入。 2021年半年度，公司银浆产品销售
收入有较大增长，今年的销量及未来增长率尽请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定期报告。

（四）听介绍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之一是要打造焊接整体解决方案的运营模式，目前该业务开展
情况如何？

答复：公司多年来以过硬的技术，稳定的品质、及时的交付、贴心的服务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赖，
是很多优秀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追求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与客户共建联合实验室，同
步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开发，协助客户缩短新品的研发周期、与客户保持紧密的协同技术创新模式，在
提供钎焊材料产品的同时， 为客户提出优化焊接性能或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创新思路及整体解决方
案。 客户希望我们在提供焊接材料外，同时提供焊接技术服务和焊接设备。 目前焊接整体解决方案的
战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孚晶焊接科技有限公司承接， 除了向公司现有的优质客户提供焊接整体
解决方案外，计划运用互联网营销模式搭建孚晶平台，更快捷便利的向更多的中小企业和焊工提供焊
接整体解决方案，成为焊工身边的焊接专家，打造焊接领域的消费者品牌。

（五）公司在智能制造建设方面具体是如何规划的？
答复：《年产 4,000 吨新型绿色钎焊材料智能制造建设项目》是公司的募投项目之一，并邀请专业

设计院开展智能制造的设计规划，将建成新型绿色钎焊材料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打造新型连接材料研
发、检测、制造的现代化综合体，目前该项目处于土建阶段，总体进展顺利。

（六）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整体的融资规划是怎样的，如何支持战略规划实现？
答复：公司会根据整体战略规划及实际业务发展需要来制定融资计划，若有相关事项，公司将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4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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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9 年、2020 年业绩不达

标，将回购注销 1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000,000股 2,000,000股 2021年 10月 2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鉴于公司 2019 年度影视业务经营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拟回购曹力宁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75 万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扣除已派发股息及限售股
扣缴个税后，10.61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鉴于公司 2020 年度影视业务经营业绩考核
不达标，公司拟回购曹力宁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5 万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扣除已派发股息及限售股扣缴个税后，10.9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 2019 年、2020 年影视业务经营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
回购注销曹力宁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1名激励对象， 合计拟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 2,00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473,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号， 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 2,0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该部分股份将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完成注
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2,473,000 -2,000,000 473,000

无限售流通股 508,050,649 0 508,050,649

合计 510,523,649 -2,000,000 508,523,649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任具备上市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
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 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 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所需

履行的法定程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回购资金来源和实施情况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关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证券代码：688309 证券简称： 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2021-034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签订日常经营重要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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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服务合同；
● 合同金额：公司油泥处置量为前 3年 2-3万吨/年，后期每年不低于 3万吨/年，协议总价预估不

低于 1.48亿元，具体以实际结算的技术服务费为准。
●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署当日至本项目商业运营日起计 10年；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为日常经营活动合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 2021-2022 年度公司业务影响

力产生积极影响，并对未来几个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形成依
赖。

● 特别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虽然环境保护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本订单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但由

于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使本次协议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2.履约风险：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履行期较长、金额较大，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

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3.违约风险：合同中已就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本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

时、按要求供货、完工或提供服务，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恩施州硒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处置含油

危废，处置后残渣中废矿物油含量达到相应控制标准。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油泥处置量为前 3 年 2-3
万吨/年，后期每年不低于 3万吨/年。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恩施州硒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田鲁兴
4.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11日
6.住所：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清江东路 15号
7.主营业务：工业企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治理；工业固体废弃物无害化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业噪声

及粉尘治理；工业企业烟气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达标治理；环保技术开发与服务；油泥砂处理技术服
务；油气田污水处理技术服务；油气田污泥处理技术服务；环保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公路及路基工
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销售、租赁和维修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自
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深度净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田鲁兴
因合同对方信息保密，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董监高等主要关联方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恩施州硒润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交易往来情况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恩施州硒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协议总价预估不低于 1.48亿元，具体以实际结算的技术服务费为准。
2.结算方式: 按月结算、按季付款，处置费按照约定处理量计算或据实结算。
3.履行地点：湖北省恩施州
4.履行期限：合同签署当日至本项目商业运营日起计 10年
5.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任一方有权获得因另一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

违约方支付。
7.争议解决方式：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或者调解的方式

予以解决。 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双方可向项目所住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为日常经营活动合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未来几个年度经营业绩有积

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形成依

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虽然环境保护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本订单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但由

于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使本次协议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2.履约风险：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履行期较长、金额较大，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

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3.违约风险：合同中已就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本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

时、按要求供货、完工或提供服务，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