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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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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 号公司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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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79,89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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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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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振

亚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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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董事田常增委托董事胡一元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朱莲美、苗

兆光通讯表决；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胡一元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和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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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2、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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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3、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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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4、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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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5、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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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6、 议案名称：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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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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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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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选举何振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2 选举胡一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3 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4 选举何小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5 选举王新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6 选举杜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7 选举季桥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8 选举李志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9 选举许国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9,768,044 9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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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79,876,045 99.9769 是

9.02 选举吴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79,876,045 99.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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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2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3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4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5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6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7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 暨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14,558,9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8.01
选举何振亚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2
选举胡一元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3
选举何昕先生为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4
选举何小勇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5
选举王新生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6
选举杜彬先生为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7
选举季桥龙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8
选举李志华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4,443,599 99.1324

8.09
选举许国艺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4,443,598 99.1324

9.01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 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4,551,599 99.8737

9.02 选举吴永利先生为 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4,551,599 99.873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7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议案 1-9 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光、邢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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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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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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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会于近日组织召开的第八届职工代表监事选
举会议决议，推选李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李勣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
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李勣女士简历
李勣女士，1979 年出生，中共党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学士，2002 年至今就职于北京动力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通用产品部、通用业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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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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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邮件及通讯形式送达每位监事。
（三）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 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

（五）监事郭玉洁、吴永利、李勣出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对下述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郭玉洁女士，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 MBA，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6年 5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叁 票同意、 零 票反对、 零 票弃权，表决结果 通过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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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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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 14:00 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 号公司 3 楼 309 会议室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 随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当日 16:00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 号公司 3 楼 309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于 2022年 5月 20 日以邮件、通讯的方
式发出。 公司董事何振亚、何昕、胡一元、何小勇、王新生、杜彬及独立董事季桥龙现场出席会议并表
决，独立董事许国艺、李志华通讯表决。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何振亚主持。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何振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经公司董事长提名，会议审议选举公司董事会各委员
会委员，各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何振亚、何昕、胡一元、许国艺、李志华、季桥龙；
2、提名委员会：季桥龙、何振亚、李志华；
3、审计委员会：许国艺、胡一元、季桥龙；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志华、许国艺、王新生；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聘任胡一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聘任赵权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聘任何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聘任胡一元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聘任王新生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杜彬先生、何小勇先生、高洪卓先生、李传平先

生、葛炳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

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我公司以不
动产抵押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附第八届董事会高管名单：
何昕先生，1983 年出生，2007 年至 2009 年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金融学/国际商务管理专业

双硕士学位；2010 年至 2014 年在东海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4 年至 2015 年在东兴证券研究所
担任研究员；2015年至 2017年在华泰证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2018年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战略管理部总监、光储业务线副总经理。

胡一元先生，1974 年出生，硕士，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财
务部会计，合肥协力仪表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荣事达合资公司分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美的荣事达
营销公司财务经理，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工厂财务经理，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安徽省
鸿迅电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至今担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

王新生先生，1974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1996年至 2003年任职于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现中
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公司）院办公室职员，2005 年至 2006 年曾任远大空调有限公司北京事务所总经
理助理、 营销流程部部长，2007年至今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营销中心综合管理部经
理、人力资源部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杜彬先生，1975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注册高级能源管理师、高级能源审计师、高级能源评估
师。国家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促进中心专家组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电力需求侧管理标委
会专业委员，亚行（ADB）能源项目咨询顾问。 曾任佳软（集团）公司销售中心总经理，历任泰豪科技电
力软件事业部副总经理，配电自动化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电能服务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北京
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何小勇先生，1977年出生，2000年至 2003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位；2003年至 2006年在 TCL集团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先后担任项目经理、产品管理经理；2006 年
至 2009年在 ELTEK易达电源设备深圳研发中心担任项目管理经理；2009 年 3 月至今在北京动力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项目管理部经理、研发总监、海外市场总监、副总经理。

高洪卓先生，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东北师范大学公司管理专业本科、学士学位，2001 年 1 月至
2005年 11月，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东北大区总经理；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6
月， 任营销中心通信产品部副总经理；2006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任营销中心通信产品部总经理，
2009年 1月至 2012年 2月任营销中心东北大区总经理；2012年 3 月至 2013 年 4 月任北京动力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销售中心总监。 2013年 4月至今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李传平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大专学历，1987 年至 1989 年任徐州徐
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艺部工艺员，1989年至 1992年任徐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艺部经理，1992 年
至 1999年任深圳徐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1999 年至 2003 年任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
量部经理，2003 年至 2006 年 7 月任深圳格卢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6 年 8 月至 2019 年任
北京迪赛奇正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现任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炳东先生，1973 年出生，1992 年至 1996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获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士学位，
1996年至 2008年在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历任工艺工装设计室主任、压力容器分厂厂长及转制后的
京城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兼运营部经理，2008 年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裁办主任、副总经理，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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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董事会秘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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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 16:00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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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聘任胡一元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赵权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
书履行相关职责。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胡一元先生，1974 年出生，硕士，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财
务部会计，合肥协力仪表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荣事达合资公司分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美的荣事达
营销公司财务经理，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工厂财务经理，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安徽省
鸿迅电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胡
一元先生已于 2014年 11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十七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 并取得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必需的专业知识，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

赵权女士，1990 年出生，双学士，曾任天津光电高斯通讯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天津华彩信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赵权女士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承诺尽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

胡一元先生、赵权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号
电话：010-83681321
传真：010-63783054
邮箱：hyy@dpc.com.cn；zhaoquan@dpc.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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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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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担保对象：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本次反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反担保余额：0
● 本次担保类型：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经营发展需要，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耐特”）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万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 为保证科耐特申请授信及贷款，委托中关
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为上述授信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北京动力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源”）拟为上述融资向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同时，动
力源拟使用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中关村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不动产抵押事项已经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使用不动产作为抵
押物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和担保， 详情请见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2022
年 2月 8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的公告《动力源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抵
押反担保和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2）。

二、债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5月 25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号 423室（园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754671674
法定代表人：田常增
注册资本：25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电子产品所用接插件（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五金交

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环保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审计 ）

资产总额 2,804.80 2,834.55
负债总额 1,388.91 1,410.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21 200.21
流动负债总额 1,388.91 1,349.29
净资产 1,415.88 1,424.21
营业收入 3,649.35 184.31
利润总额 230.73 8.29
净利润 231.62 8.33

三、反担保债权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12月 16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号院 7号楼 4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97338
法定代表人：杨荣兰
注册资本： 496,300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性业务担保：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及其他融资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
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
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中关村担保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审计 ）

资产总额 1,092,083.52 1,080,993.74
负债总额 469,153.09 449,900.6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41,864.64 422,772.39
净资产 622,930.43 631,093.10
营业收入 72,383.84 15,798.03
利润总额 43,312.53 10,557.98
净利润 29,191.42 8,268.50

四、保证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动力源将自有的位于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 8 号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京丰国用 2005 第

000815号，使用权面积 9308.65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房产证号：X 京房产证丰字第 096865 号，建筑
面积 14662.85平方米）作为抵押物，具体抵押期限与该笔科耐特贷款产品期限相同。

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元，授
信期限不超过三年，中关村担保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我公司为中关村担保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具体权利义务由双方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

五、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及意见
1、公司董事会意见
反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融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北京科耐

特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反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为公司增加不可控制的信用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

项有利于支持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该项议案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我们
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本次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1,144.91 万元、上市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0,644.91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5.33%、44.7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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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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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 11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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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80,90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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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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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推举，由董事、总经理卓普周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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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5人，独立董事陈基华因事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葛瑞鹏出席会议；
4、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唐智奋，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刘娟，副总经理王建喜、副总经理石庆

鹏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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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48,301 99.9453 713,755 0.0516 40,600 0.003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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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48,301 99.9453 713,755 0.0516 40,600 0.003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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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48,301 99.9453 713,755 0.0516 40,600 0.003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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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48,301 99.9453 713,755 0.0516 40,600 0.0031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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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48,301 99.9453 713,755 0.0516 40,600 0.003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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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88,901 99.9483 713,755 0.051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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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72,595 99.6309 976,455 0.3372 92,000 0.0319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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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775,536 99.7735 3,035,120 0.2197 92,000 0.0068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下半年至 2023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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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096,901 99.9416 805,755 0.058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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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334,012 97.2069 713,755 0.0516 37,854,889 2.7415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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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48,301 99.9453 713,755 0.0516 40,600 0.0031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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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867,536 99.7802 3,035,120 0.2198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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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867,536 99.7802 3,035,120 0.2198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威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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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88,901 99.9483 713,755 0.0517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文莉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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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458,901 99.9678 443,755 0.0322 0 0.0000
本次选举完成后，吴洪涛先生将不再履行监事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发布的《中铁高新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编号：临 2022-01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91,361,6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260,894,3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7,932,965 97.5084 713,755 2.4916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82,300 86.7680 58,300 13.232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7,550,665 97.6761 655,455 2.3239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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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 司 2021 年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
案 》

288,762,295 99.7534 713,755 0.2466 0 0.0000

7

《关于公 司 2021 年
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
情况及 2022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
的议案 》

288,407,595 99.6309 976,455 0.3373 92,000 0.0318

9
《关于公 司 2022 年
下半年至 2023 年上
半年对外担保 额度
的议案 》

288,670,295 99.7216 805,755 0.2784 0 0.0000

10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 （2022-2024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250,907,406 86.6763 713,755 0.2465 37,854,889 13.0772

11
《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
构的议案 》

288,721,695 99.7394 713,755 0.2465 40,600 0.0141

14 关于选举张威 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288,762,295 99.7534 713,755 0.246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 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第 1-

11、13-1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 7
项议案由于涉及关联交易，股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黄宇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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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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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528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 编号：临 2022-020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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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和议案等材料已于 2022年 5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至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 11 号楼 4307 会议室
召开, 受疫情影响，部分监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周振国主持，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刘娟，董事会秘书葛瑞鹏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企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28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 编号：临 2022-021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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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和议案等材料已于 2022年 4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至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 11 号楼 4307 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6名，实际出席董事 6名。为严格落实和执行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公司全体董
事、全体监事，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刘娟，副总经理石庆鹏，董事会秘书葛瑞鹏及其他相关人员以“现
场+视频”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履

行董事长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
布的《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临 2022-022号）。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张威先生为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选举王富章先生为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
员。

补选后的相关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张威、卓普周、邓元发、陈基华、王富章，其中张威为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张威、卓普周、陈基华、傅继军、王富章，其中张威为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企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1.同意公司发行票面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25亿元（含 25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及相关授权事项。 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的决议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批文有效期届满之日止，授权事项有效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2.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为保证本次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
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上述事项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依据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
况，确定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
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方式、发行期数与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或赎回条款、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以及设置的具体内容、是否行使续期选择权、是否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及其相关内容、
担保具体事宜、信用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募集资金管理及具体用途、偿付顺序、偿债保
障和交易流通安排、确定承销安排等与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参与此次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中介机构及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开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办理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的申报及上市相关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
法律文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并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3.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完成发行后，办理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的还本付息、票面利率调
整（如有）等事宜；

4.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决议的事项外，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管部门的意见（如
有） 对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
展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工作；

5.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及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存续
期内的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履行董事长职务的副董事长）为本次可续
期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获授权人士， 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可续
期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中铁重工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以货币
方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重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65 亿元， 增资后其注册资本为 4.65 亿

元。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28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 编号：临 2022-022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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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威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履行董事长职务，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威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张威先生简历
张威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1994

年 7月加入铁三局线桥总队，2016年 8月至 2020年 3月任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主持经理层工作），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任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2022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2022 年 5 月起同时
任本公司董事。截至公告日，张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
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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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2-036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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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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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农业园区食品城大道 18号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爽先生。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13日（星期五）。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 15,632,3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5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4,054,33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9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578,0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962%。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5,370,6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833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3,792,5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3373%。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578,0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962%。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中

银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 意 票 数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反对票数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弃 权 票
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表 决
结果

1.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4,675,284 93.8774％ 957,101 6.1226％ 0 0.0000% 通过

2.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4,675,284 93.8774％ 957,101 6.1226％ 0 0.0000% 通过

3.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 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14,675,284 93.8774％ 957,101 6.1226％ 0 0.0000% 通过

4.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14,675,284 93.8774％ 957,101 6.1226％ 0 0.0000% 通过

5.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4,348,284 91.7856％ 957,101 6.1226％ 327,000 2.0918％ 通过

6.00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667,784 93.8745％ 957,101 6.1255％ 0 0.0000% 通过

7.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
相应担保的议案

14,822,734 94.8662％ 802,151 5.1338％ 0 0.0000% 通过

8.00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14,830,834 94.9180％ 794,051 5.0820％ 0 0.0000% 通过

9.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4,776,334 94.5239％ 794,051 5.0795％ 62,000 0.3966％ 通过

议案 6、8关联股东刘群、刘维、刘爽回避表决（其中刘群、刘维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投票）；议案 7
关联股东刘群、 刘爽回避表决（其中刘群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投票）。 刘爽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7,5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 意 票 数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反对票数
（股）

占出 席 会 议 中
小股 东 有 效 表
决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弃 权 票
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5.00 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 利 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4,086,505 91.6457％ 957,101 6.2268％ 327,000 2.1274％

6.00 关于公 司 2022 年度 日 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413,505 93.7732％ 957,101 6.2268％ 0 0.0000%

7.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
相应担保的议案

14,568,455 94.7813％ 802,151 5.2187％ 0 0.0000%

8.00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14,576,555 94.8340％ 794,051 5.1660％ 0 0.0000%

9.00 关于续 聘公司 2022 年 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4,514,555 94.4306％ 794,051 5.1660％ 62,000 0.403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聂东通过视频方式见证，其出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

务所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