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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2-42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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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东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万华化学股份 330,379,594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52%，本次股份质押业务办理完成后，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9,300,000 股，占其
持股数量比例 2.81%。

公司于 2022年 5月 31日获悉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投资”）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
日

质押到 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中诚投
资 否 4,650,000 否 否 2022 年 5

月 30日
2023 年 5
月 30日

中泰证 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407% 0.15% 债权类投
资

中诚投
资 否 4,650,000 否 否 2022 年 5

月 30日
2023 年 5
月 30日

中泰证 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407% 0.15% 债权类投
资

合计 9,300,000 2.81% 0.30%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凯信”）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中 诚
投资 330,379,594 10.52% 0 9,300,000 2.81% 0.30% 0 0 0 0

中 凯
信 301,808,357 9.61% 52，000，000 52,000，000 17.23% 1.66% 0 0 0 0

合计 632,187,951 20.13% 52，000，000 61,300，000 9.70% 1.96% 0 0 0 0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7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期）额度归属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及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方案及
管理办法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第一期持股计划”）设置的公司关键业绩指
标为 2021 年归母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率及 2020 年归母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率平均不低于 30%。
若公司关键业绩指标达成，则可根据下属经营单位关键业绩指标达成情况以及个人绩效，将本期持股
计划核算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至持有人。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
000688号]及《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2) 000588 号]，公司 2021 年归母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率及 2020年归母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率平均值约为 98.4%， 即第一期持股计划公司关键业
绩指标达成。

2022年 5月 31日，第一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依据公司业绩、下属经营单位业绩及个人绩效达
标等情况，确定向本期持股计划持有人归属对应的股票合计约 11,314万股，并通过内部登记确认方式
分别归属至相关持有人名下，其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李东生先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
骞先生、毛天祥先生、王成先生、黎健女士、闫晓林先生共归属约 961 万股，其他持有人共计归属约
10,353万股。 至此，第一期持股计划所持股票全部归属至持有人。

根据公司《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
日（2022年 5月 31日，下同）起，分两期非交易过户或卖出：

第一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 12 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
方可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的 60%股票， 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
支持的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 6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第二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 24 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
方可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的 40%股票， 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
支持的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 4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6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期）方案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 7月 6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
一期持股计划”）等相关议案。 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由 6人增加至 8 人，原方案中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人数及合计对应份额发生变化。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方案及管理办法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一期持股计划简述
1、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持股计划并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2、2021年 6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议案》《TCL 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管理办法》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3、2021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TCL 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 的议案》《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 2021-2023 年
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4、2021 年 9 月 27 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113,143,154 股公司股票非交易过户至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证券账户。

5、2022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期）方案及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第一期持股计划及第一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聘任王成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COO）、黎健女士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FO）。 王成先生、
黎健女士均为第一期持股计划的参与人员，因此公司第一期持股计划中持有人范围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人数由 6人调整至 8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对应份额相应增加。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公司《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相关规定及 2021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第一期持股计划中持有人范围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人数及份额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对比如下：
方案
或管
理办
法

调整前 调整后

2021
年持
股计
划

三、本期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确定标准及持有人情况
……
（二）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参加本期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3,600 人， 其中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6 人，具体为：李东生、杜娟、
廖骞、金旴植、毛天祥、闫晓林，合计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4,709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6.36%， 每份额 1
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4,709 万元；其他参加对象认购总份额
不超过 69,297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93.64%，
每份额 1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69,297 万元。 任一持有人所
持有本期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持有人 认购份额（万
份）

占本期计划总
份额的比例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6人 4,709 6.36%

其他参加对象合计不
超过 3594人 69,297 93.64%

合计 74,006 100.00%

三、本期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确定标准及持有人情况
……
（二）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参加本期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3,600 人，其中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8人，具体为：李东生先
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骞先生、毛天祥先生、王成
先生、黎健女士、闫晓林先生，合计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6,285 万份，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8.49%，每份额
1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6,285万元；其他参加对象认购总
份额不超过 67,721 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91.51%，每份额 1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67,721万元。任一
持有人所持有本期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
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持有人 认购份额（万
份）

占本期计划总
份额的比例

公司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8人 6,285 8.49%

其他参加对象合计
不超过 3592人 67,721 91.51%

合计 74,006 100.00%

2021
年持
股计
划管
理办
法

第二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
……
（二）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参加本期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3,600 人， 其中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6 人，具体为：李东生、杜娟、
廖骞、金旴植、毛天祥、闫晓林，合计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4,709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6.36%， 每份额 1
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4,709 万元；其他参加对象认购总份额
不超过 69,297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93.64%，
每份额 1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69,297 万元。 任一持有人所
持有本期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持有人 认购份额（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
份额的比例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6人 4,709 6.36%

其他参加对象合计不
超过 3594人 69,297 93.64%

合计 74,006 100.00%

第二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
……
（二）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参加本期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3,600 人，其中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8人，具体为：李东生先
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骞先生、毛天祥先生、王成
先生、黎健女士、闫晓林先生，合计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6,285 万份，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8.49%，每份额
1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6,285万元；其他参加对象认购总
份额不超过 67,721 万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91.51%，每份额 1元，资金合计不超过 67,721万元。任一
持有人所持有本期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
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持有人 认购份额（万
份）

占本期计划总份
额的比例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8人 6,285 8.49%

其他参加对象合计
不超过 3592人 67,721 91.51%

合计 74,006 100.00%

除上述内容外，第一期持股计划及第一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其他内容不做调整。修订后的第一期
持股计划草案及第一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第一期持股计划方案及第一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关于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指导意见》”）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数变化导致的调整，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本次调整亦严格遵循《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规定程序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第一期持股计划方案调整事宜。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相应调整， 严格遵循《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草案）》的规定程序进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关联董事、监
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律师事务所意见
1、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方案调整事宜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试点指导意见》及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

方案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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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5月 2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2年 5月 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参与表决
监事 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2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期）方案及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毛天祥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调整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期）方案的公告》。

二、会议以 2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草案）＞的议案》。 监事毛天祥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司《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草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2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毛天祥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司《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管理办法》。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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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5月 2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2年 5月 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
董事 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期）方案及管理办法的议案》。 董事李东生先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骞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调整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期）方案的公告》。

二、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草案）＞的议案》。 董事李东生先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骞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司《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草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管理办法＞的议案》。 董事李东生先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骞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司《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管理办法》。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 2021-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李东生先生、杜娟女士、金旴植先生、廖骞先生
回避表决。

为保证本期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期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负责拟订和修改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办理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持股计划的约定取消持有人的资

格，提前终止持股计划等；
3、授权董事会对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做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办理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5、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实施期限内，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6、授权董事会对持股计划相关资产管理机构的聘请、变更作出决定；
7、授权董事会办理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

利除外；
8、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期持股计划或《公司章程》有

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予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
行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需提交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股东大会具体

召开时间另行通知，审议议案如下：
1、关于《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草案）》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管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 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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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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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等材料已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
参加董事 8人，实际参加董事 8人，以书面及传真方式提交了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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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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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6月 2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6月 23日 9:00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海赋国际大厦 A座 703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6月 23日
至 2022年 6月 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签署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的议案 √

9 关于中国电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10 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

11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及增信事项的
议案 √

12 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的议案 √

1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度薪酬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

1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21年度薪酬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

15 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购买
2022年度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

1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17.0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7.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7.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17.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17.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17.05 发行数量 √
17.06 限售期 √
17.07 上市地点 √
17.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17.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17.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
1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19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

2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2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2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

2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
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

24 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25 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 1、3-13、15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16-24 项议案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25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第 2、3、5、8、9、14、15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16-20、22、23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
2022年 5月 21日、2022年 6月 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7（包括子议案）、18、19、21-23。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7-10、13、15、22、23。
(四)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8、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五)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六)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另行刊登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资料将不迟于 2022年 6月 13日（星期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七) 除审议上述 25项议案外，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该报告无需表

决。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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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法：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除了出示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股票账户卡
外，另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
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2022年 6月 22日）。

(二) 登记时间：2022年 6月 22日（星期三）9:00—11:30及 14:00—17:00。
(三)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海赋国际大厦 A座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海赋国际大厦 A座 13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48
联系人：李积平 陈垦
联系电话：010—58381999
传真：010—58382133
(二) 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 1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 日

附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回复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的议案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预算报告的
议案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
议案

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及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9 关于中国电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年报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1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资产证券化
产品发行及增信事项的议案

12 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
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1 年度薪酬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21 年度薪酬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5 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购买 2022年度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1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17.0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17.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7.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7.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7.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7.05 发行数量

17.06 限售期

17.07 上市地点

17.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17.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7.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1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19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2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24 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25 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回复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2-0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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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 768号 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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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71,681,95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812,225,4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59,45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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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37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80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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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上海市目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结合视频参会的方式召开，

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青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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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出席 7 人，公司董事刘信义、管蔚、陈华、王文杰、张崭、张义澎、安洪军，

独立董事夏大慰、李仁杰、丁玮因疫情防控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7人，出席 5人，公司监事沈赟、左志鹏因疫情防控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喻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H 股股份

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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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570,548 99.9304 2,409,634 0.0632 245,300 0.0064
H股 357,231,668 99.3811 1,768,800 0.4921 456,000 0.1268
普通股合计： 4,166,802,216 99.8830 4,178,434 0.1002 701,300 0.0168

2、 议案名称：2021年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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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566,548 99.9303 2,413,634 0.0633 245,300 0.0064
H股 357,231,668 99.3811 1,768,800 0.4921 456,000 0.1268
普通股合计： 4,166,798,216 99.8829 4,182,434 0.1003 701,300 0.0168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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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0,293,882 99.9493 1,931,600 0.0507 0 0.0000
H股 359,456,4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169,750,350 99.9537 1,931,600 0.046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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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4,553,640 99.5364 10,042,254 0.2634 7,629,588 0.2002
H股 352,430,012 98.0453 5,030,636 1.3995 1,995,820 0.5552
普通股合计： 4,146,983,652 99.4080 15,072,890 0.3613 9,625,408 0.2307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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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456,348 99.9274 2,409,634 0.0632 359,500 0.0094
H股 357,231,668 99.3811 1,768,800 0.4921 456,000 0.1268
普通股合计： 4,166,688,016 99.8803 4,178,434 0.1002 815,500 0.0195

6.00、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 议案名称：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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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998,691 96.9857 2,146,100 0.1746 34,901,152 2.8397
H股 83,453,468 99.9964 0 0.0000 3,000 0.0036
普通股合计： 1,275,452,159 97.1771 2,146,100 0.1635 34,904,152 2.6594

6.02 议案名称：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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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482,025 99.9277 2,146,100 0.0670 169,000 0.0053

H股 359,453,468 99.9992 0 0.0000 3,000 0.0008

普通股合计： 3,559,935,493 99.9349 2,146,100 0.0602 172,000 0.0049

6.03 议案名称：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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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1,140,461 99.9307 2,201,100 0.0656 121,500 0.0037
H股 359,453,468 99.9992 0 0.0000 3,000 0.0008
普通股合计： 3,710,593,929 99.9374 2,201,100 0.0593 124,500 0.0033

6.04 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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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904,382 99.9391 2,199,600 0.0577 121,500 0.0032

H股 359,453,468 99.9992 0 0.0000 3,000 0.0008

普通股合计： 4,169,357,850 99.9443 2,199,600 0.0527 124,500 0.0030

7、议案名称：2021年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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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962,645 99.9406 2,255,537 0.0592 7,300 0.0002
H股 358,466,668 99.7246 533,800 0.1485 456,000 0.1269
普通股合计： 4,168,429,313 99.9220 2,789,337 0.0669 463,300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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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4,079,672 96.9009 83,299,458 2.1851 34,846,352 0.9140

H股 327,401,988 91.0825 32,054,480 8.91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021,481,660 96.3995 115,353,938 2.7652 34,846,352 0.835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1 年 公
司 董 事 会
工作报告

616,962,652 99.5715 2,409,634 0.3889 245,300 0.0396

2
2021 年 公
司 监 事 会
工作报告

616,958,652 99.5709 2,413,634 0.3895 245,300 0.0396

3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公 司
2021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
案

617,685,986 99.6883 1,931,600 0.3117 0 0.0000

4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601,945,744 97.1479 10,042,254 1.6207 7,629,588 1.2314

5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公 司
2021 年 年
度 报 告 的
议案

616,848,452 99.5531 2,409,634 0.3889 359,500 0.0580

6.00

关 于 预 计
公 司 2022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议案

/ / / / / /

6.01

与 上 海 国
际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相 关 企
业 预 计 发
生 的 关 联
交易

582,570,334 94.0209 2,146,100 0.3464 34,901,152 5.6327

6.02

与 深 圳 市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相 关
企 业 预 计
发 生 的 关
联交易

617,302,486 99.6264 2,146,100 0.3464 169,000 0.0272

6.03

与 本 公 司
董事、监事
和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相
关 企 业 预
计 发 生 的
关联交易

158,532,565 98.5561 2,201,100 1.3684 121,500 0.0755

6.04
与 关 联 自
然 人 预 计
发 生 的 关
联交易

617,296,486 99.6254 2,199,600 0.3550 121,500 0.0196

7
2021 年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述 职 报
告

617,354,749 99.6348 2,255,537 0.3640 7,300 0.0012

8

关 于 授 予
董 事 会 增
发 公 司 A
股、H 股股
份 一 般 性
授 权 的 议
案

501,471,776 80.9325 83,299,458 13.4437 34,846,352 5.623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8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如下：
在表决议案 6.01时，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表决议案

6.02时，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表决议案 6.03时，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牟坚、肖骏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2-030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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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1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4）。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358,320,3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0.43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现金分红总额为 58,407,773.89元（含税）。

2、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预案与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预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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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320,32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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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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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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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43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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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6月 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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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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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881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8*****930 广东省财政厅

4 08*****090 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 08*****125 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 5月 25日至登记日：2022年 6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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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和
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前述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号珠江钢琴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梁永恒、李丹娜
咨询电话：020-81514020
传真电话：020-81503515
八、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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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临 2022－02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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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地产）
于近日取得《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通过挂牌方式竞得北京市朝阳区十
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303-685、694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总土地面积为 34,502.359平方米，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86,256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 388,000 万元。 土地
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目前，金隅地产拥有该项目 49%权益。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2-04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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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书
面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巍先生召集，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2 名，

实际出席董事 12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优化方案＞的议案》。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