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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公告编号：2022-057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补充质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先生关于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刘进先生将其持有的 690,000 股流通股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办
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
占 公 司
是否为
东或第一 大股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是否为
质押起始 质押到期
总 股 本
补充质
质权人
股份比例
限售股
日
日
东及其一致行 （股）
比例
押
动人

刘进

是

690,000

1.25%

0.18%

否

质押用
途

至办理解
国泰君安 补 充 质
2022 年 5
除质押登
证券
押
月 18 日
记之日止

是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刘进先生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
持股数量
称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质 押 前 本 次 质 押 后 占 其 所 占 公 司
持 股 比
质押股 份 数 质 押 股 份 数 持 股 份 总 股 本 已 质 押 股
例
占已质
量
量
比例
比例
份限售和
押股 份
冻结、标记
比例
数量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占未质
份限售和 押股份
比例
冻结数量

刘进

55,134,789

14.25%

48,235,100

48,925,100

88.74%

12.65%

0

0%

0

0.00%

陈伟

53,423,597

13.81%

32,780,000

32,780,000

61.36%

8.47%

0

0%

0

0.00%

吴志雄

53,518,797

13.83%

43,900,000

43,900,000

82.03%

11.35%

0

0%

0

0.00%

合计

162,077,183

41.89%

124,915,100

125,605,100

77.50%

32.47%

0

0%

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款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刘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及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股）

时段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占所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未来半年内 2022 年 11 月 20 日
74,325,100
前

45.86%

19.21%

33,872

未来一年内
2023 年 5 月 20 日前

45.86%

19.21%

33,872

74,325,100

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经营业务回款、分
红、投资收益、其他收入等，其资信状况良好，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3、 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新增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
绩补偿义务。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等其他说明
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经营业务回款、分
红、投资收益、其他收入等，其资信状况良好，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
志雄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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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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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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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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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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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 座 16 层公司会
议室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163,221,095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6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62,077,38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6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143,71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2％。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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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1 人，1,143,91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143,71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向鹏律师、张贵斌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3,177,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00,6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147％；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34％。
（二）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3,177,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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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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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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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
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在浙江省
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 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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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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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孔瑾律师、何湾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5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37,839,43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21.2862%。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35,261,931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18.287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 24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2,577,501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2.9990%。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 24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1,879,96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0250%。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9,586,9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41%；反对 47,712,6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84%；弃权 53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3,627,4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523%；反对 47,712,6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91%；弃权 53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6%。
2、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9,595,0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47%；反对 47,693,6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70%；弃权 55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8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3,635,5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553%；反对 47,693,6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22%；弃权 55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6%。
3、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49,855,3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808%；反对 47,649,9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40%；弃权 40,334,1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895,8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386%；反对 47,649,9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261%；弃权 40,334,1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8353%。
4、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349,855,3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808%；反对 47,649,9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40%；弃权 40,334,1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895,8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386%；反对 47,649,9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261%；弃权 40,334,1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8353%。
5、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176,9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032%；反对 47,867,9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2%；弃权 39,794,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4,217,4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569%；反对 47,867,9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6063%；弃权 39,794,5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368%。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49,144,8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14%；反对 48,404,1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64%；弃权 40,290,4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0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185,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3773%；反对 48,404,1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8035%；弃权 40,290,4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819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2,114,6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470%；反对 65,973,8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884%；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6,155,2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1134%；反对 65,973,8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658%；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207%。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额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9,594,9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27%；反对 48,493,6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27%；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635,4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5429%；反对 48,493,6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8364%；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9,773,7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751%；反对 47,755,1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13%；弃权 40,310,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股份的 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00,6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147％；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34％。
（三）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3,177,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00,6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147％；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34％。
（四）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63,177,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00,6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147％；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3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195,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18,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79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195,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18,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79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195,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118,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795％；反对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2,582,6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9％；反对 636,7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01％；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50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1905％；反对
636,7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609％；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2,593,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7％；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2％；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5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696％；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8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2,593,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7％；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2％；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5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696％；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8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2,593,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7％；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2％；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5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696％；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8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2,593,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7％；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2％；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5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696％；反对
625,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81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向鹏律师、张贵斌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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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16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
格的激励对象、1 名因退休返聘后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 剩余 143 名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共计 1,932,5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预计公司总股本从
386,893,064 股变更为 384,960,564 股，注册资本从 386,893,064 元变更为 384,960,564 元（此处以公司董事会
审议《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时数据匡算，但由于公司处于可
转债转股期，注销后的总股本与注册资本以实际办理注销后数据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7）。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
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同意 183,814,2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086%；反对 47,755,1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648%；弃权 40,310,5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826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467,2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34%；反对 47,621,3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20%；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4,507,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637%；反对 47,621,3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156%；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467,2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34%；反对 47,621,3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20%；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4,507,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637%；反对 47,621,3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156%；弃权 39,750,8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467,2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34%；反对 47,621,4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20%；弃权 39,750,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4,507,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637%；反对 47,621,4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156%；弃权 39,750,7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监高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 223,572,4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2320%；反对 47,767,6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694%；弃权 53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9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3,572,4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320%；反对 47,767,6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694%；弃权 53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孔瑾律师、何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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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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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陈道龙先生召集并
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陈道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同意由董事长陈道龙、董事蓝能旺、独立董事邱晓华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由
董事长陈道龙担任。 本届战略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2、同意由独立董事汤新华、独立董事邱晓华、董事陈爱明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由独立董事汤新华担任。 本届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
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3、同意由独立董事邱晓华、独立董事胡继荣、董事长陈道龙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
人由独立董事邱晓华担任。 本届提名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
遵照《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4、同意由独立董事胡继荣、独立董事汤新华、董事蓝能旺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由独立董事胡继荣担任。 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
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根据董事长陈道龙先生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蓝能
旺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和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总裁蓝能旺先生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
意聘任江银强先生、陈天生先生、邱梅芳女士、陈瑞开先生、刘启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陈爱明
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董事长陈道龙先生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
任刘材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下属部室负责人的议案》，根据董事长陈道龙先生提名，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同意聘任钟全汉同志为公司审计总监、审计部主任；同意聘任黄华祥同志为董事会办公室、证券法务
部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蓝能旺先生、江银强先生、陈天生先生、邱梅芳女士、陈瑞开先生、刘启春先生和陈爱明先生简历见附
件。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蓝能旺先生：1974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裁，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龙
岩市岩运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蓝能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212,665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江银强先生：197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物
流师职称。 历任公司董事、总裁助理，客运产业本部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江银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91,777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陈天生先生：1970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历
任公司安保部主任，永定分公司经理，客运产业本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福建龙洲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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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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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六冶）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涉案的金额：本诉中六冶涉及的金额包括请求返还超付的工程款人民币 8,813,272.17 元、请求支付
违约金人民币 50,976,935.60 元、请求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 1,632,000 元。 反诉中六冶涉及的金额包括被请求
支付工程款、工程变更费用等各项款项合计人民币 212,038,566.10 元、诉讼费。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六冶
住所地：郑州市淮河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周永康
被告（反诉原告）：朝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
住所地：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B 座 305-561 号房间
法定代表人：张东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案情
六冶与朝阳公司 2019 年签订了与案件相关的工程合同，朝阳公司作为中标的分包单位，就合同约定的
工程进行施工，六冶根据协议约定向朝阳公司支付工程款。
因朝阳公司怠于履行施工责任，未按约定完成工程进度，存在工程质量不合格、无正当理由未按照双
方约定征得六冶同意更换项目管理团队主要人员等情形， 六冶向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云南省华宁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近期，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出具了《诉讼费预缴通知单》（
（2022）云 0424 民初 417 号），六
冶已按要求缴纳诉讼费，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本案。
此后，朝阳公司以六冶未及时履行支付工程款等义务为由，向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反诉，主张
六冶应支付工程款、工程变更费用、养护区换填补偿费、发电台班补偿费、农民工保证金、材料、小型机具设
备回收款等各项款项。 同时，朝阳公司向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出
具了《民事裁定书》（
（2022）云 0424 民初 417 号），对六冶所有的财产在价值人民币 212,038,566 元的范围内
予以保全，期限为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5 日止。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内容
六冶就与朝阳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诉讼
请求内容主要如下：
（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六冶与朝阳公司签订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项目第二合同段六工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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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陈天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1,200 股， 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8,355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邱梅芳女士：198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 历任龙岩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机关工会主席、党群工作部副主任、主任，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龙岩市闽西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支
部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邱梅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5．陈瑞开先生：1986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福建省龙岩市城市
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项目管理员、福建省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职员，福建省龙岩兴
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临时党支部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陈瑞开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6．刘启春先生：1981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一级物流师。 历任龙岩市华辉商贸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经理、经理，龙岩市龙洲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龙岩龙
兴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龙岩市华辉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刘启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27,533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陈爱明先生：197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龙岩市龙马汽
车工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福建国福中亚电气机械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龙岩铁路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陈爱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8．刘材文先生，198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法律从业资格、律师执业资
格。 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法务部主任、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刘材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19,355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682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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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李泽祺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材文先生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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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李泽祺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程合同文件》 以及六冶与朝阳公司就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项目第二合同段三工区工程形成的事实上的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向六冶移交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项目第二合同段三工区（桩号 ZK44+
800~ZK46+440.96、YK44+800~YK46+400.96）、六工区（桩号 ZK63+273~ZK73+760、YK63+215~YK73+760）的
施工场地,搬离其由其投入至该施工场地的机械设备、材料；
（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返还六冶超付的工程款人民币 32,279,511.32 元；
（四）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向六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9,130,000 元；
（五）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向六冶赔偿因其违约给六冶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632,000 元。
以上金额,合计人民币 43,041,511.32 元。 后六冶就涉案金额进行了复核，变更了相关诉讼请求，变更后
诉讼请求内容主要如下：
（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六冶与朝阳公司签订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项目第二合同段六工区工
程合同文件》 以及六冶与朝阳公司就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项目第二合同段三工区工程形成的事实上的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向六冶移交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项目第二合同段三工区(桩号 ZK44+
800~ZK46+440.96、YK44+800~YK46+400.96)、六工区(桩号 ZK63+273~ZK73+760、YK63+215~YK73+760)的施
工场地,搬离其由其投入至该施工场地的机械设备、材料；
（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返还六冶超付的工程款人民币 8,813,272.17 元；
（四）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向六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50,976,935.60 元；
（五）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朝阳公司向六冶赔偿因其违约给六冶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632,000 元。
以上金额,合计人民币 61,422,207.77 元。
朝阳公司就与六冶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诉讼请求
内容主要如下：
（一）请求判令六冶就六工区项目向朝阳公司支付工程款、工程变更费用、养护区换填补偿费、发电台班
补偿费、农民工保证金、材料、小型机具设备回收款等各项款项合计人民币 163,924,414.30 元；
（二）请求判令六冶就三工区项目向朝阳公司支付工程款、材料、小型机具设备回收款、发电台班补偿费
等各项款项合计人民币 48,114,151.80 元；
（三）本案相关诉讼费用由六冶承担。
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
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 报备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诉讼费预缴通知单》（
（2022）云 0424 民初 417 号）
（三）《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四）《反诉状》
（五）《民事裁定书》（
（2022）云 0424 民初 417 号）

同意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556,9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556,979

是

2,000

3.14%

0.30%

否

否

2022-5-18 -

中信银行股份
个人融
有限公司台州
资需要
温岭支行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质押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占公司总 已质押股份
前质押股 后质押股
股份比例 股本比例 限 售 和 冻 占 已 质 押 未质押股份 占 未 质 押
份 数 量份 数 量
限售和冻结
（%）
（%）
股份比例
股份比例
结、
标记数
（万股） （万股）
数量
量
31,600
33,600
52.72
4.97
0
0
0
0
17,000
17,000
33.74
2.52
0
0
0
0
48,600
50,600
44.34
7.49
0
0
0
0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王相荣
王壮利
合计

63,738.7033
50,390.3819
114,129.0852

9.44
7.46
16.9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141,290,852 股。 王相荣先生未来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0 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0,6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为 32.3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5%，融资金额为 16,900 万元。
3、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及资金偿还能力，其还
款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质押置换等。
4、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四、查备文件
1.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同意

普通股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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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1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5117

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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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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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雷、财务总监李银耿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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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反对

弃权

32,556,979

100

0

0

0

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预计 2022 年度的综合授信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及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申请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象和额度进行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2、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普通股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关联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同意
普通股

3、 议案名称：《2021 年年度报告》和《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同意
普通股

4、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股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普通股

反对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0

0

0

0

同意

普通股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17、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普通股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 年度薪酬待遇的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同意
票数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2,048,779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508,2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0
股股东

股东分段情况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
508,200
东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7
8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2,556,979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3
15
17

8、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比例（%）
100
0
100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0

0

0

0

0

1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票数

32,556,979

16、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追认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弃权

股东类型

6、 议案名称：《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

反对

股东类型

普通股

股东类型

弃权

票数

15、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票数

反对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反对

弃权

14、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票数

反对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同意
普通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比例（%）

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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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相荣

票数

股东类型

漏。

质押用
途

弃权

10、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4

普通股股东人数

反对

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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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 1 号楼 43 层电力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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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是否为控股股
本次质押 占 其 所
股 东 名 东或第一大股
占 公 司 总 是 否 为 是 否 为 补 质 押 起 始 质押到
股份数量 持 股 份
质权人
称
股本比例 限售股 充质押
日
期日
东及其一致行
（万股）
比例
动人

公告编号：2022－048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股东类型

近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通知，王相荣先生将
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9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5、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公告编号：202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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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0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2 年度薪酬待遇的方案
0
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0
案》
《关于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
0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0

比例（%）
0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6、7、8、13、15、17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13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官昌罗、高珂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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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