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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

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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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及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组成、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和选举监事会主席等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曹欣
2、非执行董事：李连平、秦刚、吴会江
3、执行董事：梅春晓、王红军
4、独立董事：郭英军、尹焰强、林涛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1、提名委员会：郭英军（主任）、曹欣、李连平、尹焰强、林涛
2、审计委员会：尹焰强（主任）、秦刚、郭英军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林涛（主任）、曹欣、梅春晓、尹焰强、郭英军
4、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曹欣（主任）、秦刚、吴会江、梅春晓、王红军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高军
2、职工代表监事：乔国杰
3、独立监事：张东生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1、总裁：梅春晓
2、副总裁：孙新田、丁鹏、陆阳、谭建鑫、班泽锋
3、总会计师：范维红
4、董事会秘书：班泽锋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聘任于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

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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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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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年 6月 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曹欣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有效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梅春晓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新田先生、丁鹏女士、陆阳先生、谭建鑫先生、班泽锋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范维红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本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班泽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本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于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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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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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通过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年 6月 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军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有效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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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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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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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石家庄市云瑞国宾酒店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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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933,497,144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60,193,2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873,3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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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60472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034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20.85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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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兼总裁梅春晓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新天绿色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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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董事曹欣、李连平、秦刚、吴会江、尹焰强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乔国杰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总裁梅春晓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班泽锋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公

务未能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行使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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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8,862,753 99.935420 1,330,469 0.064580 0 0.000000

H 股 394,380,480 45.159591 478,828,442 54.829531 95,000 0.010878

普通股合计： 2,453,243,233 83.628622 480,158,911 16.368140 95,000 0.003238

2、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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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35,463,922 95.667030 37,508,000 4.294953 332,000 0.038017

普通股合计： 2,895,645,644 98.709680 37,519,500 1.279002 332,000 0.011318

3、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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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72,971,922 99.961983 0 0.000000 332,000 0.038017

普通股合计： 2,933,153,644 99.988290 11,500 0.000392 332,000 0.011318

4、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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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72,971,922 99.961983 0 0.000000 332,000 0.038017

普通股合计： 2,933,153,644 99.988290 11,500 0.000392 332,000 0.011318

5、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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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35,463,922 95.667030 37,508,000 4.294953 332,000 0.038017

普通股合计： 2,895,645,644 98.709680 37,519,500 1.279002 332,000 0.011318

6、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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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35,463,922 95.667030 37,508,000 4.294953 332,000 0.038017

普通股合计： 2,895,645,644 98.709680 37,519,500 1.279002 332,000 0.011318

7、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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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73,303,92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933,485,644 99.999608 11,500 0.000392 0 0.0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聘请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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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73,303,92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933,485,644 99.999608 11,500 0.000392 0 0.0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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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73,169,922 99.984656 0 0.000000 134,000 0.015344

普通股合计： 2,933,351,644 99.995040 11,500 0.000392 134,000 0.004568

10、 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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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873,303,92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933,485,644 99.999608 11,500 0.000392 0 0.0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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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81,722 99.999442 11,500 0.000558 0 0.000000

H 股 777,932,857 89.079281 95,371,065 10.92071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8,114,579 96.748503 95,382,565 3.251497 0 0.0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有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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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069 83.365003 224,900 16.634997 0 0.000000

H 股 757,750,019 86.768191 115,048,903 13.173983 505,000 0.057826

普通股合计： 758,877,088 86.762931 115,273,803 13.179332 505,000 0.05773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及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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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选举曹欣博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771,731,517 94.485571 是

13.02 选举李连平博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2,842,356,243 96.893097 是

13.03 选举秦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非执行董事 2,737,522,578 93.319422 是

13.04 选举吴会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2,877,692,892 98.097689 是

13.05 选举梅春晓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735,153,089 93.238648 是

13.06 选举王红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872,659,886 97.926118 是

14、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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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选举郭英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83,186,445 84.649356 是

14.02 选举尹焰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57,872,309 97.422025 是

14.03 选举林涛博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95,667,417 98.710422 是

15、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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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选举高军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2,933,367,548 99.995582 是

15.02 选举张东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2,933,367,549 99.99558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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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于本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340,469 99.149389 11,500 0.850611 0 0.000000

8 关于本 公司聘 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340,469 99.149389 11,500 0.850611 0 0.000000

9 关于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340,469 99.149389 11,500 0.850611 0 0.000000

11
关于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项 目 实 施 方 式 的 议
案

1,340,469 99.149389 11,500 0.850611 0 0.000000

12
关于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向
子公 司 提 供 有 息 借 款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1,127,069 83.365003 224,900 16.634997 0 0.000000

2、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比例（%）

13.01 选举曹欣博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316,875 97.404230

13.02 选举李连平博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316,874 97.404156

13.03 选举秦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非执行董事 1,317,375 97.441214

13.04 选举吴会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317,371 97.440918

13.05 选举梅春晓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1,317,375 97.441214

13.06 选举王红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1,317,374 97.441140

14.01 选举郭英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03 0.081585

14.02 选举尹焰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16,875 97.404230

14.03 选举林涛博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16,883 97.40482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第 7、8、9、11、12、13、14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第 12项议案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曜宇、董兴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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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

制作 董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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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0 证券简称：山石网科 公告编号：2022-043
债券代码：118007 债券简称：山石转债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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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24.65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24.52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2年 6月 21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25号）同意注册，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2,674,3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 2022 年 4
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转债简称“山石转债”，转债代码“118007”）。“山石转债”转股期
限为 2022年 9月 28日至 2028年 3月 21日，初始转股价格 24.65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2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6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
日为 2022年 6月 20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年 6月 2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根据《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山石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
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因此，“山石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
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山石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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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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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将于 2022年 6月 20日（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6元（含税），“山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本次利润分配
的除权除息日）起由 24.65元/股调整为 24.52元/股。 计算过程为：

P1=P0－D=24.65-0.126=24.52元/股。

“山石转债”转股期限为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8 年 3 月 21 日，目前“山石转债”尚未进入转股
期，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山石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6806591
联系邮箱：ir@hillstonenet.com
特此公告。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88030 证券简称：山石网科 公告编号：2022-044
债券代码：118007 债券简称：山石转债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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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规定及《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的“山石转债”自 2022年 9
月 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 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25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向不特定对象
共计发行 2,674,3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总额为人民
币 26,743.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 3月 21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人民币 26,743.00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01号文同意，公司 26,743.00 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山石转债”， 债券代码
“118007”。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

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
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
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
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山石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 2022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6806591
联系邮箱：ir@hillstonenet.com
特此公告。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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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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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126元（税前）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20 2022/6/21 2022/6/21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6月 2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0,223,45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708,155.2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20 2022/6/21 2022/6/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

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 Hwang Yichien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0.126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134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34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34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26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6806591
电子邮箱：ir@hillstonenet.com
特此公告。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2022-032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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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日照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沿浦”）
● 投资金额及来源：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5亿元， 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暂未实缴出资，该项目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全资子公司已成立，并且已经收到日照市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可能遇到国家政策、社会经济环境及经营管理带来的风险；本次投资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投资已经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202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日照沿浦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日照沿浦项目计划总投资 1.5亿元，将在山东省日照市租赁厂房，用于建设汽车座椅骨架总成产

品的生产项目。
（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421,127,845.54 元 , 净资产 1,032,682,247.53 元， 预计在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这段期间，公司在该项目的实际总投资不会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占资
产总额的 10.55%，占净资产总额的 14.53%, 本次投资已经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5月 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三）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正）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日照沿浦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5 亿元，在山东省日照市设立全资子公

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日照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22MABQD3AT05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顾铭杰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部

件研发；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工具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塑料制品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
造；汽车旧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货物进出口；汽车零配件零售；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6、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22年 06月 13日
8、住所：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经济开发区福山路 197号
9、登记机关：日照市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围绕客户（目前日照沿浦的直接客户将主要是：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限公

司济南分公司，间接客户是：济南比亚迪和青岛华人运通）就近设厂的产业布局原则，符合公司未来发
展趋势及投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有力的促进公司主营业务与资本经营的良
性发展和产业整合，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给投资者以更好的回报。

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日照沿浦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四、风险提示
(一)政策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公司可能存在因国家政策、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存在一定的政策风

险；
（二）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但公司仍可能面临公司管理、 经营决

策、资源配置以及风险控制等公司治理方面的风险。

针对上述可能面临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提高对
投资的公司的资金管理和投资风险管控，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同时，树立规范运作意识，
及时发现、规避和降低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2022-033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项目定点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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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告的新项目的最终量产实施地址是：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沿

浦”，注册地址：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白鹤泉西大街 179号）
● 本公告的定点通知书包括了 4款新车型， 其中 2 款新车型的项目在 2022 年 5 月达到量产状

态，1款新车型的项目预计在 2022年 12月达到量产状态，1款新车型的项目预计在 2023 年 7 月达到
量产状态，但因整个项目的生产周期较长，市场情况及达到量产的时间点存在不确定性。

● 定点通知并不反映最终的实际采购量，本公告中所述预计金额系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沿浦”或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根据客户武汉
东风李尔云鹤汽车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东风李尔云鹤”或者“客户”）提供的预计销量结合预
计单价计算而得，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公司实际销售金额将与汽车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整个项目的生产周期较长以及汽车市
场整体情况等因素均可能对车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需求构成影响，进而为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未来
能否实现收益以及每年收益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新项目的定点通知书的概况
（一）上海沿浦的全资子公司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于近期收到客户武汉东风李尔云鹤

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的《定点通知书》，武汉沿浦将给武汉东风李尔云鹤生产供应 4 款新车型的汽车座
椅骨架产品，其中：

1款产品将被间接供应给小鹏汽车，该款车型预计量产时间是 2023年 7月；

1款产品将被间接供应给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该款车型量产时间是 2022 年
5月；

1款产品将被间接供应给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该款车型量产时间是 2022年 5月；
1款产品将被间接供应给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事业部， 该款车型预计量产时间是 2022

年 12月；
因以上项目的生产周期较长，市场情况及达到量产的时间点存在不确定性。
（二）投资主体：4款新车型的骨架产品均由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做前期开发和量产。
（三）主要经济效益：目前根据客户预测，4 款新车型的项目周期预计是 5 年-7 年，4 款新车型在

项目周期内预计将产生 14.87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座椅滑轨总成及汽车座椅、安全带、闭锁等系统冲压、注塑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从事模具的研发和生产。 公司凭借优秀的产品研发、模具设计、机器人
焊接、金属冲压加工成型、塑料注塑成型和生产工艺设计优化能力已成为国内国际知名汽车整椅厂商
的定点供应商。

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依靠母公司上海沿浦公司的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技术支持能力，
深耕于汽车座椅骨架总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能够持续为客户及时安全的提供各种优质的汽车
座椅骨架总成产品。

本次收到《定点通知书》的 4 款新车型项目，目前 2 款新车型的项目在 2022 年 5 月达到量产状
态，1款新车型的项目预计在 2022年 12月达到量产状态，1款新车型的项目预计在 2023 年 7 月达到
量产状态，本次收到定点通知书的新项目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本次项目定
点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年度业务收入，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客户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述系列产品的生产。该新项目的定点通知书并不反映

客户最终的实际采购数量，目前仅为预计金额，后续实际开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实际销售金额
将与汽车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 整个项目的生产周期较长以及汽车市场整体情况等因素均可能
对车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需求构成影响，进而为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影响，未来能否实现收益以及每
年收益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尽管合同双方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产品
开发遇阻、主机厂业务调整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32 证券简称：未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1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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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
公函【2022】0282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工作函》要求公司在 5个交易日内回复。

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针对《工作函》涉及的相关事项和问题，积极组织有关各方进行落实和回复
工作。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已于 2022年 5月 10日、2022年 5月 17日、2022年 5
月 24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2022 年 6 月 8 日披露了延期回复《工作函》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012、2022-013、2022-014、2022-017、2022-019号公告。

公司尚未完全核实《工作函》中提及的相关情况，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工作函》回复的截止日期顺延 5 个交易日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推进《工作函》的回复工作，尽快完成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32 证券简称：未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2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

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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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解除对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茨”）持有公司 48,237,906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35%）的司法轮候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 48,237,906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6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35%

解除冻结时间 2022 年 6 月 10 日

持股数量 135,142,264

持股比例 26.19%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135,142,264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19%

此前，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所持公司股份因涉诉事项被司法轮候冻结， 具体详见公司 2018-
009号、2018-030号、2018-054号、2018-071号、2019-007号以及 2019-025号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相关股份的冻结及解除冻结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