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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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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9 日，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

燕女士向董事会书面提交了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免歧义导致股东误解，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及《关于取消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提案及延期召开股东大
会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变更注册地址
变更前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桃园路北侧田厦翡翠明珠花园 3 栋 1705A
变更后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凤凰社区观光路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A1A2栋 A2栋 308
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
由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

关条款内容作出修订，具体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桃园路
北侧田厦翡翠明珠花园 3 栋 1705A
邮政编码：518055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凤凰社区观
光路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A1A2 栋 A2 栋 308
邮政编码：518107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
未发生变化。

上述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授权委托人办理本次工商登记、备案相关事宜。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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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

并增加临时提案暨延期召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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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 年 7 月 7 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688312 燕麦科技 2022/7/1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该议案尚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6 月 28 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燕女士向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议延期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增加《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取消原议案即《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原定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延期至 2022 年 7 月
12 日。 本次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其他事项不变。
四、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 年 7 月 12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观光路以南、邦凯路以西邦凯科技工业园

（一期）2# 厂房 3 楼好学厅会议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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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2 日
至 2022 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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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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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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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44 202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88689 证券简称：银河微电 公告编号：2022-034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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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在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森茂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方案的议

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出具《关于同意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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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88 号），同意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公司
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依照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状况，与承
销商协商确定了本次发行方案的具体条款，具体如下：

1. 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

来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 50,000 万元），发行数量 50.00 万手（500.00

万张）。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20%，第四年 1.80%，第

五年 2.40%，第六年 3.00%。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1.95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
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5%（含最后一期

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
①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股东。
②网上发行：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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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记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
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22〕91 号）的相关要求。

③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发行，余额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1）发行对象
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优先配售日期
①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
②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T 日）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

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③原股东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T 日）。
（3）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银微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收市后持有

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3.894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
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
售 0.003894 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 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
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 对于计算出不足 1 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
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
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128,400,000 股，其中不存在库存股，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
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500, 000 手。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将在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 申请办理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
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负责办理具体事项。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资金监管协

议的议案》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
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将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专项储存和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级其授权人士负责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相应拟开
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公司在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后，将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689 证券简称：银河微电 公告编号：2022-035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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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在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朱伟英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出席
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常州
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方案的议

案》
1. 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

来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 50,000 万元），发行数量 50.00 万手（500.00

万张）。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20%，第四年 1.80%，第

五年 2.40%，第六年 3.00%。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1.95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
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5%（含最后一期

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
①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股东。

②网上发行：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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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记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
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22〕91 号）的相关要求。

③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发行，余额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1）发行对象
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优先配售日期
①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
②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T 日）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

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③原股东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T 日）。
（3）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银微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1 日，T-1 日）收市后持有

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3.894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
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3894 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 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
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1 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
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
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128,400,000 股，其中不存在库存股，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
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500, 000 手。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将在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 申请办理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
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负责办理具体事项。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资金监管协

议的议案》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
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将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专项储存和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级其授权人士负责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相应拟开
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公司在签订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后，将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707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2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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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以口头方式发出第六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该次监事会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当
日，公司已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新一届监事会换届选举事宜，本次会议采
用口头通知方式，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提前 5 天的通知程序。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州振华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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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田云监事为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707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0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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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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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高跨路 1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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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5,003,9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5,0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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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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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侯乔坤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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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7 人，董事朱枝勇先生、董事董侠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王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向黔新先生、总会计师刘进先生列

席会议，副总经理董侠先生、总工程师梅铭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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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75,003,840 99.9999 0 0 100 0.0001
2、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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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74,940,310 99.9636 63,530 0.0363 1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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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74,940,310 99.9636 63,530 0.0363 100 0.0001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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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75,003,840 99.9999 0 0 1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 2022 年度贷款预计总额及担保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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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74,940,310 99.9636 63,530 0.0363 1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2022 年至 2025 年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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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823,840 99.9998 0 0 1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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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75,003,840 99.9999 0 0 100 0.000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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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提名侯 乔坤先 生为 非 独 立
董事候选人 170,124,721 97.2119 是

8.02 提名向 黔新先 生为 非 独 立
董事候选人 170,124,721 97.2119 是

8.03 提名吴 勇先生 为非 独 立 董
事候选人 170,124,721 97.2119 是

8.04 提名伍 杰先生 为非 独 立 董
事候选人 170,124,721 97.2119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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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提名程琥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170,125,021 97.2121 是

9.02 提名范其勇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 170,124,721 97.2119 是

9.03 提名梅益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170,124,721 97.2119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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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提名田云女士为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 170,124,921 97.2120 是

10.02 提名潘敏嫦女士为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 170,061,191 97.1756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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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增 2022 年度贷款预计总额及担
保方案的议案 8,208,310 99.2308 63,530 0.7680 100 0.0012

6
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2022 年至 2025 年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8,271,840 99.9988 0 0.0000 100 0.0012

7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8,271,840 99.9988 0 0.0000 100 0.0012
8.01 提名侯乔坤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2,721 41.0148
8.02 提名向黔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2,721 41.0148
8.03 提名吴勇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2,721 41.0148
8.04 提名伍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2,721 41.0148
9.01 提名程琥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3,021 41.0184
9.02 提名范其勇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2,721 41.0148
9.03 提名梅益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3,392,721 41.0148
10.01 提名田云女士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3,392,921 41.0172

10.02 提名潘敏嫦女士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 3,329,191 40.246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其中：
议案 1 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6《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2022 年至 2025 年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向黔新、王敬与该议案存在
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 6 回避表决；

议案 8、9、10 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绍魁律师 周梦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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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707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1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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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了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 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 董事选举情况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了侯

乔坤先生、向黔新先生、吴勇先生、伍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程琥先生、梅
益先生、范其勇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四名非独立董事
和三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 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侯乔坤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向黔新先生担任第
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成员如下：

1.提名委员会：梅益、范其勇、伍杰，其中梅益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范其勇、程琥、吴勇，其中范其勇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程琥、梅益、侯乔坤，其中程琥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侯乔坤、向黔新、程琥，其中侯乔坤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

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二、 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 监事选举情况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了田

云女士、潘敏嫦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张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 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了田云女士为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三、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向黔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全资子公司贵州振华新
材料有限公司及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同意聘任王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同时兼任全资子公司贵州振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刘进为公司总会计师即财务负责人，同时兼任全资子公司贵州
振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同意聘任梅铭先生为公司
总工程师，同时兼任全资子公司贵州振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职务。 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处
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王敬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且无异议，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四、 部分董事、监事的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朱枝勇先生、余传利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且不担任公

司其他职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王敬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王敬先生将继续在公司任职，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董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和
副总经理，董侠先生将继续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市场总监。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胡光文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且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苟辉英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苟辉英女士将继续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风控总监兼审计部经理。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36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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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长风街 115 号世纪广场 B 座 4 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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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279,23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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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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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为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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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出席 8 人，董事武海军先生、翟茂林先生、王慧玲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3 人，监事会主席钟晓强先生、监事焦宇强先生、原蓉军先生、任

全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吴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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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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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235,186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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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235,186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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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235,186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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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148,086 99.9931 87,100 0.0069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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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235,186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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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235,186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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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
值损失的议案》 131,228,904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宁律师、陈思衡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因疫情管控原因，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刘宁律师、陈思衡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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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2-057
债券代码：113057 债券简称：中银转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 2022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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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各位监事、
合规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屈艳萍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
监事 5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5 人。 合规总监梁世鹏、董事会秘书杜鹏飞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主任：陶利斌
委员：魏国强、陈继江
委员任期与监事任期一致。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2-056
债券代码：113057 债券简称：中银转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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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 号院 1 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M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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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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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90,482,500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29,477,4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1,061,00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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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053092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5867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10.46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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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董事长陈共炎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副董事长陈亮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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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出席 10 人，公司董事长陈共炎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 人，出席 4 人；
3、 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杜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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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公司聘请的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

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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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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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382,632 99.998187 37,300 0.000713 57,500 0.001100
H 股 1,045,207,568 98.511082 11,476,500 1.081663 4,321,000 0.407255
普通股合计： 6,274,590,200 99.747360 11,513,800 0.183035 4,378,500 0.069605

2、 议案名称：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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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382,632 99.998187 37,300 0.000713 57,500 0.001100
H 股 1,045,207,568 98.511082 11,476,500 1.081663 4,321,000 0.407255
普通股合计： 6,274,590,200 99.747360 11,513,800 0.183035 4,378,500 0.069605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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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246,832 99.995590 173,100 0.003310 57,500 0.001100
H 股 1,043,334,068 98.334504 13,350,000 1.258241 4,321,000 0.407255
普通股合计： 6,272,580,900 99.715418 13,523,100 0.214977 4,378,500 0.069605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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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382,632 99.998187 37,300 0.000713 57,500 0.001100
H 股 1,045,207,568 98.511082 11,476,500 1.081663 4,321,000 0.407255
普通股合计： 6,274,590,200 99.747360 11,513,800 0.183035 4,378,500 0.069605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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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61,005,06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290,445,000 99.999404 37,300 0.000593 200 0.000003

本公司拟派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现金股利人民币 3,142,550,214.67 元（含税）。
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10,137,258,757 股计算，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10 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 若于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7 月 14
日）因公司配售、回购等原因，使得公司股本总数发生变化，则每股派发现金股利的金额将在人民
币 3,142,550,214.67 元（含税）的总金额内作相应的调整。

2021 年末期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H 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
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次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A 股除息日及股息派发日为 2022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本公司将就 A 股股东派发 2021 年末期股息的具体安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另行公告。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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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61,005,06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290,445,000 99.999404 37,300 0.000593 200 0.000003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2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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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52,999,068 99.245432 8,006,000 0.7545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282,439,000 99.872132 8,043,300 0.127865 200 0.000003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 2020 年度陈共炎先生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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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52,999,068 99.245432 8,006,000 0.7545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282,439,000 99.872132 8,043,300 0.127865 200 0.000003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 2020 年度陈静女士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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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52,999,068 99.245432 8,006,000 0.7545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282,439,000 99.872132 8,043,300 0.127865 200 0.000003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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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61,005,06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290,445,000 99.999404 37,300 0.000593 200 0.000003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魏国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权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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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439,932 99.999283 37,300 0.000713 200 0.000004
H 股 1,060,848,068 99.985203 0 0.000000 157,000 0.014797
普通股合计： 6,290,288,000 99.996908 37,300 0.000593 157,200 0.002499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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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5,551,766 98.777590 63,925,466 1.222406 200 0.000004
H 股 231,650,499 21.833119 829,197,569 78.152084 157,000 0.014797
普通股合计： 5,397,202,265 85.799496 893,123,035 14.198005 157,200 0.0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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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8,829,068 99.945547 37,300 0.054163 200 0.000290

7 关于聘任公司 2022 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68,829,068 99.945547 37,300 0.054163 200 0.000290

8
关于提请审议 2020 年度陈
共炎先生薪酬清算方案的
议案

68,829,068 99.945547 37,300 0.054163 200 0.000290

9
关于提请审议 2020 年度陈
静女士薪酬清算方案的议
案

68,829,068 99.945547 37,300 0.054163 200 0.00029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魏
国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
股权监事的议案

68,829,068 99.945547 37,300 0.054163 200 0.00029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1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1-11 项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非表决事项一项，审阅并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1 年度履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刘瑞元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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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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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回复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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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的《关于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9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逐项落实，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及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审核意见，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会同相关中介机
构对部分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更新部分以“楷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
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