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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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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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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4�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
盈峰中心 23 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 代表股份 1,579,025,14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66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1,560,886,22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092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18,138,92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70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 人， 代表股份 137,903,3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37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119,764,39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6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18,138,92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70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265,9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9％；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4％；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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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144,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5％；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00％；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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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265,9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9％；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4％；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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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144,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5％；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00％；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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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265,9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9％；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4％；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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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144,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5％；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00％；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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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265,9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9％；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4％；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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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144,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5％；反对 606,7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00％；弃权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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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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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6％；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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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年度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0,384,30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28％； 反对 8,640,643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72％；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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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262,4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341％；反对 8,640,643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657％；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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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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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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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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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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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盈峰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2022 年度临时拆借资金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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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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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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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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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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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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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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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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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7,778,29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10％； 反对 1,103,24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9％；弃权 1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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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656,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959％；反对 1,103,248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000％；弃权 1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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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2,446,0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33％； 反对 6,578,88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66％；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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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24,23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292％；反对 6,578,88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707％；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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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5.01、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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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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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02、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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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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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03、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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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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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04、审议通过修订《授权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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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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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05、审议通过修订《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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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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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06、审议通过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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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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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7、审议通过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1,877,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40％；反对 17,147,422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59％；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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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755,6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5655％；反对 17,147,422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34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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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8、审议通过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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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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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9、审议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840,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17％；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8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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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19,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11,184,08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01％；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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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6、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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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5％；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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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7、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5,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5％；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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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3,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60％；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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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方

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5,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5％；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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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3,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60％；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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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9、审议通过《＜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上风高科专风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2,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3％；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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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0,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8％；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62％；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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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2,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3％；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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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0,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8％；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62％；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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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

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2,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3％；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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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0,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8％；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62％；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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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0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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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287,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36％；反对 615,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4％；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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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3、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2,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3％；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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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0,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7％；反对 532,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62％；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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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5,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5％；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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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3,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9％；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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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5、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5,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5％；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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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3,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9％；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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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8,495,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5％；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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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373,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9％；反对 529,548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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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7、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4,809,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997％；反对 14,215,29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0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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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687,8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917％；反对 14,215,29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082％；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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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8、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4,809,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997％；反对 14,215,29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0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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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687,8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917％；反对 14,215,29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082％；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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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4,809,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997％；反对 14,215,29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03％；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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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687,8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917％；反对 14,215,29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082％；弃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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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泽骏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盈峰环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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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查询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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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盈峰环境”）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
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专股份”）至创业板上市。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本次分拆的相关议案， 详情请见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分拆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2020 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分拆上市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进行
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上市首次作出决议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2� 月 19� 日）至《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披露日前一交易日（即 2022� 年 4� 月 29�
日）。

二、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一）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上专股份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分拆内幕信息的机构和自然人；
（六）上述内幕知情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 本次分拆上市核查范围内人员和机构在

自查期间买卖盈峰环境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 本次分拆涉及的相关自然人

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自查期间累计
买入 （股）

自查期间累计
行权 （股）

自查期间累计
卖出 （股）

核 查 期 末 持 股
情况 （股）

1 何剑锋 实际控制人 100 0 100 63,514,690

2 王庆波 盈峰环境副总裁、财务总监 121,600 0 120,800 800

3 王妃 盈峰环境证券事务代表 0 150,000 150,000 0

4 余献泽 盈峰环境监事林美玲之配偶 0 0 599 0

5 吴青锋 上专股份董事 6,000 540,000 546,000 0

6 张伯承 上专股份监事 3,100 150,000 160,600 0

7 李忠明 上专股份董事 7,600 450,000 457,600 0

8 邢志远 上专股份监事 0 90,000 90,000 0

9 曹国路 上专股份董事长 0 0 2,665,224 0

10 沈巧明 上专股份董事长曹国路之配
偶 0 0 40,000 12,063

11 曹亚军 上专股份董事长曹国路之姐 5,700 0 9,300 0

12 卢志槔 上专股份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0 158,000 70,000 88,000

13 马志明 上专股份副总经理 、 财务总
监 0 160,000 160,000 0

14 颜小燕 上专股份副总经理 、 财务总
监马志明之配偶 25,500 0 0 25,500

针对上述自查期间买卖盈峰环境股票的行为，相关自然人均已分别出具了声明与承诺，相
关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本人买卖盈峰环境股票系基于盈峰环境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发展趋
势、盈峰环境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与本次分拆上市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盈峰环境宣布终止本次分拆期间，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盈峰环境股票交易。

若本人买卖盈峰环境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
收益无偿转让给盈峰环境。 ”

（二）法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1、盈峰环境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盈峰环境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自查期间买卖盈峰环境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 核查期间累计买入 （股） 核查期间累计卖出 （股）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0680037835 8,165,649 35,635,295 540,250

2 0899211821 0 36,015 0

根据盈峰环境出具的声明与承诺：“自查期间， 本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资产管理
机构管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买入公司股票，并于锁定期
满后，由资产管理机构根据具体市场行情择机出售标的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自查期间内， 本公司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员泄露相关信息或提出买卖盈峰环境股票
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议本公司买卖盈峰环境股票。

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盈峰环境宣布终止本次分拆期间，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盈峰环境股票交易。 上述声明及承诺如有虚假，本公司自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盈峰环境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盈峰环境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自查期间买卖盈峰环境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 核查期间累计买入 （股） 核查期间累计卖出 （股）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0899990337 58,976,234 0 58,976,234

根据盈峰环境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在自查期间， 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根据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规
定，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自查期间内， 本公司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员泄露相关信息或提出买卖盈峰环境股票
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议本公司买卖盈峰环境股票。

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盈峰环境宣布终止本次分拆期间，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盈峰环境股票交易。 上述声明及承诺如有虚假，本公司自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自查期间，除上述主体存在买卖盈峰环境股票的情况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盈峰环
境股票的情况。

四、结论意见
针对本次分拆事项，公司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与相关各方签

署保密协议或约定有关保密条款，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基于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 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
说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五、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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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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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
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7,249,748.00 股

后的 623,446,53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
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 =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 187,033,959.60 元 =623,446,532.00
股×0.30 元 /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
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2965516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
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 即 0.2965516 元 / 股 =187,033,959.60 元÷630,696,280.00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
2965516 元 /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5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5 月 3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97 邹剑寒

2 01*****628 李五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5 月 24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5 月 30 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

128097）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转股价格为 10.39 元 / 股，调整后“奥佳
转债”转股价格为 10.0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5 月 31 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 号
咨询联系人：李巧巧、郑家双

咨询电话：0592-3795714
传真电话：0592-3794724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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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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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097，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10.39 元 / 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10.09 元 / 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 年 5 月 31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开发行了 1,2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并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上市。 根
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
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
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
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实施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现有公司

总股本 630,696,280 股，剔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7,249,748 股后 623,446,5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
整前“奥佳转债”转股价格为 10.39 元 / 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0.0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2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奥佳转债” 转股期的起止日期： 2020 年 9 月 2 日至 2026 年 2 月 25 日， 请各位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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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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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按照 2021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的法定公积金；
（2）按公司 2021 年末总股本 1,174,869,36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 352,460,808.00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是以固定总额方式分配，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74,869,360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元”）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5 月 3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05 中国重汽（香港 ）有限公司

2 08*****686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5 月 10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5 月 30 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鉴于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 A 股股票方案的公告》，在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23）。

七、相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
咨询联系人：张 欣
咨询电话：（0531）58067586
传真电话：（0531）5806700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3、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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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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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回购部分 A 股股份事项概述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若
公司未能实施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 16.74 元 / 股（含），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50%且不超过总股本的
1.00%，即不低于 5,874,347 股（含）且不超过 11,748,693 股（含）；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1.96 亿元（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回购资金总额分别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的
数量和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 A 股股票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20）。

二、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情况
1、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按照 2021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的法定公积金；
（2）按公司 2021 年末总股本 1,174,869,36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 352,460,808.00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5 月 3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2-22）。

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 =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 =352,460,808.00 元 /1,174,869,360 股 =0.30

元 / 股。
除权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30 日）收盘价 -0.30 元 / 股。
2、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回购部分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74 元 / 股
（含）。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
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
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

根据上述约定，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16.74 元 / 股（含）调整为 16.44 元 / 股（含）。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 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 每股现金红利， 即：16.44 元
/ 股 =16.74 元 / 股 -0.30 元 / 股。

鉴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6.44 元 / 股（含），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公司总股本的 0.50%且不超过总股本的 1.00%，即不低于 5,874,347 股（含）且不超过 11,748,693
股（含），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3 亿元（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回购资
金总额分别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和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三、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在

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