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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临 2022-021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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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临 2022-019），公司拟定于 2022年 6月 30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根据现阶段上海市疫情防控总体要求，为最大限度保障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股东”）以
及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就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将增设线
上股东大会会场，并就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做如下提示：

一、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根据现阶段上海市疫情防控总体要求，为有效保障拟参会股东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减少

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公司建议拟参会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为依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及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仍保留现场会议地点，但

因疫情防控需要，建议股东选择网络投票或线上会议方式参会。 确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根据上海
市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于股东大会现场出示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72 小时内的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并做好疫情防护工作，全程佩戴口罩，并主动配合身份识别、体温检测等疫情防控工
作，严格遵照线下会场所在地的属地防疫管理要求。

二、增设线上参会方式
基于疫情防控要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应对疫情优化自律监管服务、进一步保障

市场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将增设线上股东大会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截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可选择以线上方式参会。

拟通过线上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需通过向邮箱 dlu-china-ir@saurer.com
发送邮件的方式进行参会登记（登记日期、需提供的资料与公司现场登记要求一致）。 公司将向成功登
记的股东提供线上会议的接入方式，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请勿向其他第三方分享参会信息。 上
述通过线上方式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如需投票，请采用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未在规定登记时
间内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会议， 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0日披露的《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2-019）列明的其他事项均不变。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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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
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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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股份”、“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15:30-16:
30通过路演中网络平台召开了“世茂股份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就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等方面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以下内容仅供投资者参考）：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时间：2022年 6月 23日（星期四）15:30-16:30
形式：网络互动
公司出席人员：
吴凌华 公司董事、总裁
俞峰 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3.92 亿元，同比下降 10.66%，其中房地产销售收入 173.16 亿元，

同比下降 14.46%；房地产租赁收入（租金+物管费）13.86 亿元，同比增长 20.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9.61亿元，同比下降 38.01%。

地产开发与销售方面，公司全年实现了销售签约 288 亿元，同比增长 6%。销售签约面积 159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47%。商业经营与管理方面，至 2021年年底，在管商业项目的出租率较 2020年同期提
升 4个百分点至 93%，在管写字楼项目的出租率较 2020年同期提升 9个百分点到 84%。

2022年 1-5月，受疫情及市场下行的影响，公司销售签约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9%；销
售签约金额 36亿元，同比下降 71%，完成年度签约目标的 28%。 截至 5月底，在管商业项目的出租率
较 2020年底下降 4个百分点至 89%，在管写字楼项目的出租率较 2020年底下降 2个百分点至 82%。

公司所属房地产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对公司流动性要求较高。 近年来，随着“三条红线”、“贷款
集中度管理”、“集中供地”等政策的相继出台，政府在融资端、需求端、供给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全
方位管控。 同时，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

公司是集综合商业地产开发与销售、商业经营及管理、多元投资于一体的综合地产上市公司。 截
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88.91亿元，其中受限资金 3.36 亿元，商品房销售监
管资金 63.69亿元；而同时点公司金融有息负债账面余额 376.30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金额 148.73 亿
元。

为应对到期债务的资金需求，保障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降低融资规模，节省新增融资成本，提高抵抗流动性
风险的能力。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本公司就说明会上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一）请问管理层，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有 27亿，为什么不分红？
答：您好，公司所属房地产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对公司流动性要求较高。 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

的相继出台，政府在融资端、需求端、供给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全方位管控；同时，受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为应对到期债务的资金需求，保障公司未来持续、健
康发展，公司 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保留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抵抗
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谢谢您的关注。

（二）你好，今年公司还有拿地计划吗？
答：您好，公司目前暂无拿地计划，待未来行业平稳，流动性风险降低后再考虑。 谢谢关注。
（三）最近公司对 20世茂 G2 展期 2年，公司预计什么时候能开始正常的还债啊？
答：您好，公司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全力保交付、提高去化率、与金融机构及债权人协商还款

方式、处置部分非核心资产、降低现金性成本支出等，以应对到期债务的资金需求。公司会积极改善流
动性问题，推动后续公开债务平稳过渡，谢谢关注。

（四）请问管理层，公司除了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以外，是否有尝试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发展空间？
答：您好，公司始终尝试从客户的需求出发，以商用物业为载体探索多元业务模式，挖掘盈利空

间。 继 2021年 7月世茂股份全场景商务服务品牌 MWorks发布以来， 公司积极推动商用物业服务生
态的构建，未来将继续以空间服务、智慧赋能、企业成长、生活体验为着力点，携手合作伙伴，共同为用
户提供更完善、丰富、贴心的服务。 谢谢关注。

（五）近期出台了各项房地产金融放松政策，此前市场传言相关部门会对部分房企进行相关支持。
公司是否获得了具体支持？

答：您好，政策支持需要时间传导落实，公司会积极争取。 谢谢关注。
（六）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答：您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双轮驱动的运营模式；2）多元的产品阵营；

3）完备的体系化管理支持；4）携手共创服务生态；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谢谢。
（七）公司近期有没有人事变动和架构调整？
答：您好，公司近期无重大人事变动及架构调整。
（八）以前港股都分红比例很高，A股分红比例每次都比港股低，今年甚至不分红，为什么？
答：您好，A股市场与 H股市场的成熟程度不同，境内外市场的分红比例无法简单对比，谢谢。
（九）年初到现在很多城市出现了政策放松，公司上半年销售是否有改善？
答：您好，2022 年 1-5 月，公司销售签约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9%；销售签约金额约 36

亿元，同比下降 71%，完成年度签约目标的 28%。政策基调正逐步向积极支持转变，尚需时间以待行业
平稳恢复。 谢谢。

（十）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有影响？
答：您好，在疫情反复期间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下，确实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了影响，需更

多的时间以待行业平稳恢复。 相信在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要求下，疫情传播会得到有效控制，生
产经营会逐步恢复正常。 谢谢关注。

（十一）是否有资产处置的还债计划？ 资产处置进度是怎样的？
答：您好，公司目前正在与意向方洽谈，如有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感谢您的关注。
（十二）请问公司股价长期破净，是什么原因，公司有什么措施扭转?
答：您好，国内商业地产上市房企估值较低，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也受到行业流动性的影响。待

行业及流动性影响平稳后，相信估值会获得恢复。 谢谢。
（十三）请问世茂集团年报什么时候公布？
答：您好，有关世茂集团年报公布时间，请以世茂集团公布信息为准，谢谢。
（十四）公司明年是否还会考虑分红？
答：您好，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指引》及《公司章程》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公司管理层会一如既往秉持稳健经营的原
则，专注自身优势，努力提升公司内在价值，争取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谢谢。

（十五）公司股价长期低迷，管理层有方法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股价吗？
答：您好，受流动性影响，A 股上市房企估值整体较低，我们会努力提升投资者信心，给投资者带

来回报，谢谢。
（十六）公司近期有什么创新规划?公司有在开展养老地产和租居同权业务吗?
答：您好，公司坚持商业地产租售为主、多元经营为辅的经营方针，以此减少业务变动可能带来的

业绩影响，为广大投资者带来稳定的回报。 公司一直在积极关注和审慎评估相关业务的前景，为未来
的业务发展做准备，谢谢。

（十七）年报计划什么时候披露？
答：您好，公司年报已于 2022年 4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谢谢！
（十八）去年年底公司出售物业管理业务的事项目前进度如何？
答：您好，公司出售物业管理业务相关公司、资产、负债和业务事项已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的世茂股份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待受让方世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生效。 谢谢。

（十九）请问公司今年销售回款金额？
答：您好，公司今年计划实现签约销售额 130亿元，谢谢关注。
（二十）请问营业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答：您好，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尤其是去年下半年随着宏观环境的急

剧变化，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 谢谢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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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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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街 156 号保利大都汇 T1 号楼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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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531,6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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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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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武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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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3人，李毅军、赵增海、刘俊海、张军仁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何红心、王雪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刘继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8,420,419 99.9844 2,559,700 0.0125 645,800 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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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5,018,719 99.9678 2,490,700 0.0121 4,116,500 0.020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8,434,219 99.9845 2,477,900 0.0121 713,800 0.0034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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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9,273,619 99.9885 2,239,700 0.0109 112,600 0.000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8,421,919 99.9844 2,558,200 0.0125 645,800 0.003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投资计划与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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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1,000,234 98.9254 148,728,740 0.7244 71,896,945 0.3502

7、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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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1,155,752 95.4375 177,170,522 3.2017 75,299,645 1.3608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债券融资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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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2,281,132 98.8343 132,835,487 0.6470 106,509,300 0.5187
9、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2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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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3,613,914 99.6687 67,352,105 0.3280 659,900 0.0033
10、 议案名称：关于向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授信额度并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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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4,556,752 95.4990 177,172,222 3.2017 71,896,945 1.2993
1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344,919 99.9889 2,054,600 0.0100 226,400 0.001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00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5,49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39,273,619 99.7742 2,239,700 0.2150 112,600 0.0108

其中: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75,850,655 99.7575 558,000 0.2018 112,600 0.0407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763,422,964 99.7802 1,681,700 0.2198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5,531,273,619 99.9575 2,239,700 0.0405 112,600 0.0020

7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的议案 5,281,155,752 95.4375 177,170,522 3.2017 75,299,645 1.3608

9 关于聘请 2022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
机构的议案 5,465,613,914 98.7709 67,352,105 1.2171 659,900 0.0120

10
关于向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增加授信额度并重新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284,556,752 95.4990 177,172,222 3.2017 71,896,945 1.299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 至议案 10 为普通决议议案，该等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议案 11

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议案 4、议案 7、议案 9和议案 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7 和议案 10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琛、刘宜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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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5336 证券简称：帅丰电器 公告编号：2022-038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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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100 号浙江帅丰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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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29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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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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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商若云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投票方式，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浙
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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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中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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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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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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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83,450 99.9923 5,500 0.0052 2,700 0.0025

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 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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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81,450 99.9904 10,200 0.009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 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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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84,150 99.9929 7,500 0.0071 0 0.0000

9、 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3、 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4、 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5、 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6、 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6,150 99.9948 5,500 0.0052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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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83,450 99.9923 8,200 0.0077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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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10,186,150 99.9460 5,500 0.0540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183,450 99.9195 5,500 0.0540 2,700 0.0265

7 《关于制定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10,181,450 99.8999 10,200 0.100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 议案 9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孙敏虎、钟离心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ST中捷 公告编号：2022-051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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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4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中捷资源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5）。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23日下午 15:00-17: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2年 6月 23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198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投票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李辉先生（董事长张黎曙先生因公出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李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94名，代表股份共计
205,925,1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39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人，其中 1 名股东已通过网络投票

表决，故通过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为 1人，该有表决权的股东持有及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129,605,8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843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93 名，代表股
份共计 76,319,2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95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9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33,795,2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134%。

（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浙江六和律师事
务所高金榜律师、王成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现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讨论《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3,078,6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615%；反对

12,746,555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8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48,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1.9871%；反对 12,746,555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7.7170%；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讨论《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3,106,5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751%；反对

12,818,655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4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76,6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0697%；反对 12,818,65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讨论《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1,843,9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20%；反对

14,081,255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8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14,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3337%；反对 14,081,25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666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讨论《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93,078,6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615%；反对

12,746,555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899%；弃权 10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48,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9871%；反对 12,746,55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7170%；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95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讨论《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506,7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263%；反对

9,418,455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76,8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309%；反对 9,418,45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6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讨论《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3,153,4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979%；反对

12,771,755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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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23,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2085%；反对 12,771,75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79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七）审议讨论《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2,899,172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744%；反对

12,926,006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70%；弃权 10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69,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4562%；反对 12,926,006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24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95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讨论《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3,367,32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017%；反对

12,557,855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37,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8414%；反对 12,557,85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5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金榜律师、王成才律师出席会议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同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2-06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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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亚兴投资”）和股东李瑜的通知，获悉前述股东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
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亚 兴 投
资 是 5,300,000 25.83% 0.68% 2019.07.18 2022.06.21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李瑜 否 3,000,000 30.88% 0.39% 2021.08.31 2022.06.21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亚兴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变动后
质押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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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 质
押股 份
比例

吴长鸿 59,968,992 7.71% 4,732,000 4,732,000 7.89% 0.61% 4,732,000 100.00% 40,244,744 72.86%
蒋亦卿 29,115,240 3.74% 4,400,000 4,400,000 15.11% 0.57% 0 0.00% 21,836,430 88.35%
陈菊花 800,000 0.1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陈剑峰 27,325,440 3.51% 0 0 0.00% 0.00% 0 0.00% 20,494,080 75.00%

叶善群 26,561,959 3.4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玉环市亚
兴投资有
限公司

20,518,400 2.64% 7,600,000 2,300,000 11.21% 0.30% 0 0.00% 0 0.00%

合计 164,290,031 21.13% 16,732,000 11,432,000 6.96% 1.47% 4,732,000 41.39% 82,575,254 54.02%
注：1、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

股。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李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变动后
质押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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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绍光 43,099,520 5.54% 23,000,000 23,000,000 53.36% 2.96% 0 0.00% 0 0.00%

李瑜 9,714,262 1.25% 3,000,000 0 0.00% 0.00% 0 0.00% 7,285,696 75.00%

合计 52,813,782 6.79% 26,000,000 23,000,000 43.55% 2.96% 0 0.00% 7,285,696 24.44%

注：1、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
股。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388 证券简称：嘉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2
转债代码：118000 转债简称：嘉元转债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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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李战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4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308%。 上述股份为公司 IPO
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于 2020年 7月 22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 6月 9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李战华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 480,000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2050%。 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
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监事李战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李战华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2050%。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战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945,800 0.8308% IPO前取得：1,945,800股

注：持股比例按 2022年 6月 22日公司总股本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李 战
华 480,000 0.2050% 2022/6/14 ～

2022/6/22
大 宗
交易 68.40 32,832,000.00 已完成 1,465,800 0.6259%

注：当前持股比例按 2022年 6月 22日公司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88125 证券简称：安达智能 公告编号：2022-013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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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安达智能”）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2022

年 6月 1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 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13
日、2022年 6月 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
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1）。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73133772K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零捌拾万零捌仟零捌拾元
成立日期：2008年 04月 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向西东区路 17号
经营范围： 产销：通用自动化机械设备；软硬件研发、销售及维护；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

设备及自有物业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2-061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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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决定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广州红时科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红时”）。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1月 1日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

近日，公司收到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核准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对公司申
请的注销登记予以核准。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广州红时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注销子公司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948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2022-034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准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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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行拟发行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
本行已收到《青岛银保监局关于青岛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批复》（青银保监复〔2021〕

469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许准予决字〔2022〕第 108 号），同意本行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4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关于本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情况，本行后续将按监管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3056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8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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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得补助金额：23,568,222.96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均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均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22 年 6 月 11 日起至本公告日止，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共计 23,568,222.96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 16.50%。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收款时间 补助金额（元） 文件依据

1 产业扶持
资金 2022年 6月 3,699,195.92 企业发展壮大扶持奖励、 支持物流企业

发展壮大扶持奖励、一事一议等

2 行业补贴与奖励 2022年 6月 560,000.00 《企业纳税贡献奖励办法（试行）办法》、
“齐心抗疫”停业补助申报指南等

3 就业及实习补贴 2022年 6月 19,309,027.04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
业工作的通知》、《关于延续实施和优化
完善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
《关于调整落实就业见习相关政策的通
知》等

合计 23,568,222.96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

定，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将以会计师对公司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22－058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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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72 号），批复

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4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在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