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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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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 2021年 3月 16日下午 14：50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4:

50，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 3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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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3月 16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年 3月 16日下午 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涛先生现场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1 年 3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 671,080,800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46 人， 代表公司股份

513,818,02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565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33,856,668 股, 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04%；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42 人， 代表股份 79,961,352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53％；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4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674,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21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13,626,505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份的 99.96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80,483,379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62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亮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27,988,126 股）、中国重

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155,000股）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同意 80,510,694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965%；反对

11,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0%；弃权 15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95%。

（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10,694 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965%；反对 11,3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0%；弃权 152,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95%。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508,667,317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976%；反对

4,969,403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9672%；弃权 18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3%。

（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24,191 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93.6155%；反对 4,969,403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6.1598%；弃权 181,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4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508,667,317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976%；反对

4,969,403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9672%；弃权 18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3%。

（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24,191 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93.6155%；反对 4,969,403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6.1598%；弃权 181,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4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508,667,317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976%；反对

4,969,403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9672%；弃权 18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3%。

（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24,191 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93.6155%；反对 4,969,403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6.1598%；弃权 181,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9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4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广新、祁辉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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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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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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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通知于 2021年 3月 5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2021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6:00 在公司
本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8人。 公司非独立董事云清田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现已书面委托并授权非独立董事靳文生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予以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涛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 同时，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是在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2、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
同时，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会计师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审议
的事项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3）。 同时，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会计师的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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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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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通知于 2021年 3月 5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2021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6:30 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6人，实到 6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贾胜欣先生主持，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3）。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出具了相关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监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1-11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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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382 号） 核准， 公司向 23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68,111,600股 A股股票，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29.82元。

本次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013,087,912.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704,633.59元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01,383,278.41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1617056_J02
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调整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扣除发行费用

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 869,760.00 470,000.00

2 高性能桥壳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项目 36,879.00 30,0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1,106,639.00 700,000.00

由于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00,138.33 万元少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700,000.00 万元，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根据各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缺口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调整后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 869,760.00 360,138.33

2 高性能桥壳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项目 36,879.00 0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140,000.00

合计 1,106,639.00 500,138.33

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投资总额 869,760 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建设投资预算为 611,440
万元，目前公司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已占项目新增固定资产建设投资预算的 33.28%，该项目总装车间
生产线现已实现投产。 高性能桥壳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项目投资预算为 36,879 万元，目前公司对该项
目累计投入已占项目预算的 49.04%，其中部分机加工线已具备一定生产能力，该项目资金来源将通
过公司自筹等方式解决。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结合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作
出的决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为了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
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等作出的决定。该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广
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发表如下意见：鉴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

基于审慎性原则，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等情况等作出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该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八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是在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宜无
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1-12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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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重汽”）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
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70,110.79万元。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382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8,111,600股新股。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168,111,6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29.82 元，共募集资金
人民币 5,013,087,912.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704,633.59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01,383,278.4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2月 7日到位，并经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事务所”）出具的“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1617056_J0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

1 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 869,760.00 470,000.00 360,138.33

2 高性能桥壳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项目 36,879.00 30,000.00 0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140,000.00

合计 1,106,639.00 700,000.00 500,138.33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需要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21）专字
第 61617056_J01号《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鉴证
报告》，自公司披露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起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止，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1,107,859.3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截止 2021 年 2 月 28
日自有资金已投入金
额

拟置换金额

1 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
项目 869,760.00 360,138.33 70,110.79 70,110.79

2 高性能桥壳自动化智能
生产线项目 36,879.00 0 - -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 200,000.00 140,000.00 - -

合计 1,106,639.00 500,138.33 70,110.79 70,110.79

公司本次拟置换预先投入资金为自筹资金，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701,107,859.3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701,107,859.3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1、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实施，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已由安永事务所进行了专
项审核，并出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募集资金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

3、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
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701,107,859.3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会计师意见
安永事务所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中国

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1）专
字第 61617056_J01号）， 安永事务所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编制，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宜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1）专字第 61617056_J01号）；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1-13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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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重汽”）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
施期间，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的方式，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
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382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8,111,600股新股。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168,111,6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29.82 元，共募集资金
人民币 5,013,087,912.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704,633.59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01,383,278.41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亦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安永事务所”）出具的“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1617056_J0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
证。

根据《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披露的及调整
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

1 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 869,760.00 470,000.00 360,138.33

2 高性能桥壳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项目 36,879.00 30,000.00 0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140,000.00

合计 1,106,639.00 700,000.00 500,138.33

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公司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拟定相关

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相关部门在签订合同之前征求财务部的意见，确认可以采取银行票

据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合同。
2、支付款项时，由公司项目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设备、材料采购及基础

设施建设进度，明确资金支付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
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

3、公司财务部门建立明细台账，汇总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募投项目资金明细表。
同时定期统计未置换的以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于次月初对未
置换的以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统计制成置换申请单，并按募集资金支付
的有关审批程序，在审核、批准后，按以下方式操作：对于自开的银行承兑汇票，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后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对于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转让后从募集资
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按月汇总通知保荐机构。

4、公司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一般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并与该笔资金
相关的票据进行匹配记载。 对采用该方式使用募集资金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合同、付款凭据以及履
行的审批程序等做好建册存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募投项目。

5、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
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
查与查询。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成本。 该事项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更
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审核、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款项，不影响公司
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
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公司已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制定了
具体操作流程，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
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公

司已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制定了具体操作流程，不影响公司募投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有
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银行票据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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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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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变更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3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3月 16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 3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 3月 9日（星期二）。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号）。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连小明。
7、会议通知情况：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

2021年 3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刊
载。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代表股份 66,604,0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660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6人，代表股份 6,978,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69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8 人，代表股份 73,582,84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9297%。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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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7人，代表股份 19,757,0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25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2,778,2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5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6人，代表股份 6,978,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696%。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1.1.选举连小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02,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07%，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76,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7179%。
1.2选举汤正鹏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67,34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192%，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16,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4141%。
1.3选举赵素霞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32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015%，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03,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3483%。
1.4选举雷志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267,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179%，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42,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0370%。
1.5选举王海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312,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87%，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86,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633%。
1.6选举李晓萌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088,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1745%，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62,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1304%。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2.1选举姜爱丽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309,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50%，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84,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497%。
2.2选举包敦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269,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205%，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4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0466%。
2.3选举石贵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246,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888%，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20,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9287%。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3.1选举谷美君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280,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352%，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5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1013%。
3.2选举宋大鹏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250,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943%，通过选举。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24,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9489%。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217,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69%；反对 3,674,0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9931%；弃权 69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4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91,2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9028%； 反对
3,674,0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962%；弃权 69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010%。

5、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735,5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535%；反对 5,650,2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788%；弃权 1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9,7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4042%； 反对
5,650,2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987%；弃权 1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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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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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 2021年 3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
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一致通过选举于永军（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于永军将与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组成第六届监事会。

该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
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
于永军，男，1982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员、功能部件制造事业部部长、生产部部长，上海原创精密机床主轴有限公司业务主管、
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威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原创精密机床主轴有限公
司总经理。

于永军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1-016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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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3月 16日以当面传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3月 16日下午 4:4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由监事宋大鹏主持，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鉴于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与同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关联性， 为保证公司换届工作的连续

性，提请全体监事豁免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期限。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宋大鹏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三、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1-015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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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3月 16日以当面传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3月 16日下午 4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由董事长连小明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鉴于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与同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关联性， 为保证公司换届工作的连续

性，提请全体董事豁免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期限。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连小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汤正鹏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石贵泉、独立董事姜爱丽、独立董事包敦安、董事连小明、董事汤正鹏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董事石贵泉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王海波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晓萌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聘任肖崔英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毛维顺、种亚东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号
联系电话：0631-5912929

电子邮箱：002248@huadongcnc.com
传真号码：0631-5967988
表决结果均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提名， 董事会决定聘任乔永强为公司审计部部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任刘璐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

见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号
联系电话：0631-5912929
电子邮箱：002248@huadongcnc.com
传真号码：0631-5967988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三、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
1、王海波，男，1964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

权。曾任威海精密机床附件厂副厂长、厂长，威海天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德埃精密工量具
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海波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李晓萌，男，1983 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中国
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威高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威海威高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总监。现任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华东机床董事。

李晓萌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016-4A-941）， 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毛维顺，男，1962年生，本科学历，工程技术研究员，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济南一
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技术部设计室主任、威海华东数控有限公司担任技术中心主任、威海
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毛维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肖崔英，女，1978年生，大专学历，会计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乳山支行出纳、会计，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肖崔英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种亚东，男，1982年生，大专学历，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公司营销部部长。现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营销部部长。

种亚东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6、乔永强，男，1971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威海华东数控机
床有限公司财务科长，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威海
华东重工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乔永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刘璐，女，1993年生，本科双学士，中级经济师，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6年 2月至今
在公司证券部工作，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部长。

刘璐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016-2A-180），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1-015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青鸟环宇”）通知，获悉北大青鸟环宇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被质押，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
一、 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份数量（股）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本次质押占公司股份比例 用途

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是 6,850,000 2021-3-15 2022-8-3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7.46% 2.78% 业务需要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北大青鸟环宇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91,836,7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0%。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北大青鸟环宇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 30,550,000股（包

含本次股份质押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33.27%，占公司总股本 12.41%。
3、公司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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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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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基本情况见下表：

序号 获得补助主体 项目名称 获得补助依据 补助形式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到账时间 是否与日常经营活动

相关 是否有可持续性

1 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扶持奖励资金 涡阳县《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钢

结构（重钢）生产项目》合作协议 现金 4000 2021年 3月 15日 否 否

合计 4000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

政府补助。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奖励资金与收益相关共计 4000万元确认递延收益，按照实际投产面积分三年计入当期损益，对公司 2021-2024年度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
3、上述奖励资金具体影响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