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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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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二〇二二年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在

北京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7名，实际到会监事 7名。 会议由曾颖监事长召集。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通过《关于提名徐林先生为外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徐林先生为本行外部监事，任期三

年。 高金波先生不再担任本行外部监事。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徐林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全联并购公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监
事长、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理事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等。 曾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美
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绿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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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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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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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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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0日 09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银行桃峪口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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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0日
至 2022年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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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林华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
2 关于选举徐林先生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22年 7月 5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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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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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同时持有本公司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同时持有多只优先股的股东，应当

分别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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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601169 北京银行 202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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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办法：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

(须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个
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应持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
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或亲自送达方式进行登记。

（二）出席回复：拟出席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之后，2022 年 7 月 18
日之前在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00—4:30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
真的方式送达至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本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号北京银行大厦
邮政编码：100033
联 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10）66223826
联系传真：（010）66223833
2、为严格落实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股东如到现场参会，除携带相关证件和参会材料

外，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请于 2022年 7月 18日前，与本行董事会办公室联系，如实登记有无
发热、呼吸道症状，个人近期行程等信息。
（2）参会当天往返路途及会场上，请做好个人防护。 抵达会场时，请服从
工作人员安排引导，配合落实参会登记、体温检测等防疫要求。 体温正常者可进入会场，请全程佩

戴口罩。
3、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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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持有股数： （普通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联系方式：
法人股东
委托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注册号：
个人股东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信息：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林华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徐林先生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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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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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1、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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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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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二〇二二年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在

北京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13名，实际到会董事 13名。 会议由霍学文董事长主持。 监事会成员
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北京银行 2021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北京银行子企业内控评价“三年全覆盖”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修订＜北京银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落实一级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的汇报》。
杨书剑董事回避表决。
独董意见：同意。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通过《北京银行 2022年度恢复与处置计划》。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收购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收购重庆永川和重庆秀山北银村镇银行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通过《制定＜北京银行应对突发事件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通过《北京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情况汇报》。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通过《优化调整总行有关部门设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通过《提名林华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选举林华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其任职资格尚需监管机构核准。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同意刘红宇女士在任职届
满后，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董事会关联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独董意见：同意。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通过《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调整方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行董

事会定于 2022年 7月 20日召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林华先生，2007年 6月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工商管理硕士。 特许金融分析师、金融

风险管理师。
现任北京华成函式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城紫金智能金融研究院院长，兼任《金融会计》杂

志编委、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资产证券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
会委员、招商局置地资管独立非执行董事、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外部监事、中意资产独立董事、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资产证券化专业委员会顾问、政协北京市
东城区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 曾任中睿华鑫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
限公司总经理、厦门市创业投资公司(厦门市政府母基金)总经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资本运营部投资
总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结构金融部高级金融工程（ABS）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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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2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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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93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11 － 2022/7/12 2022/7/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行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召

开的 2021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2021年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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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A股股东。
本行 H股股东的现金股息发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 其详情请参见本行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登载

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的关于 2021年度股东年会投票表决结果的公告。
（三）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截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2022年 7月 11 日的本行 356,406,257,089 股普通股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933元（含税），本次派发现金股息共计约人民币 1,045.34 亿元。 其
中，A股普通股股份数为 269,612,212,539股，本次派发 A股现金股息共计约人民币 790.77亿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11 － 2022/7/12 2022/7/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一） 实施办法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有资本划转账户）的现金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外，其他 A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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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A股股东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股息，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A股股东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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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行发放对象
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账户）的现金股息

由本行自行发放。
（三） 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本行 A 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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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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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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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346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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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6397
元；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933
元。

自然人股东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行股票，本行派发股息红利时，对持股期限超过 1 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 年）的，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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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行，本行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本行 A股的证券投资基金，其股息红利所得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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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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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执行。

2. 对于 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933元。

3. 根据 200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
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对于 A股的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行按 10%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股息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股息人民币 0.26397元。 如果 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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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执行。

五、 沪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行 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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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股息人民币 0.26397 元。 如果沪股通投资者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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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行 A股股东一致。
六、 港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香港联交所本行 H 股股票

（简称港股通），本行已与中国结算签订《港股通 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国结算作为港股通投
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行派发的现金红利， 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投
资者。

港股通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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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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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7号）的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沪港
通）、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H 股
公司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3464元。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个人投资者征税。 H 股公
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人民币 0.2933元。

港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 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行 H 股股东一致， 请参见本行于
2022年 6月 23日登载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的关于 2021年度股东年会投票
表决结果的公告。

七、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联系电话：86-10-66108608
传 真：86-10-66107571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制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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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临 2022-021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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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产品类型：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
●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2 年 7 月 4 日，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额度调整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销售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2年 6月 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后
经审慎考虑，公司发布《关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原议案十的公告》，拟重新审议自有资金使用
计划，上述事项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7日、6月 28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2022年 7月 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使用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26亿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

加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及投资金额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

元（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 在上述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

（三）投资方式
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

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但不得用于投资股票或其他高风险收益类产品。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

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理财产品的金额和期限、选择理
财产品的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五）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有效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调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

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二）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闲置自有资金的现金管理业务，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3.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
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

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本次额度
调整将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主业发展，防范控制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 上述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
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调整旨在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主业发展，防范控

制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该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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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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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发证

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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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号），批复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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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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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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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五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2-042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 1、兴业优 2、兴业优 3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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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616,000元兴业转债转为本公司 A股

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24,978股，占兴业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1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兴业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9,999,384,000元，占兴业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876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927号）核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开
发行 50,000万张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兴业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
额 500亿元，期限 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2%、第二年为 0.4%、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
年为 2.3%、第六年为 3.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3号文同意， 本公司 500 亿元可转债于 2022 年 1 月
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兴业转债”，交易代码“113052”。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兴业转债自 2022年 6月 3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兴业

转债目前转股价格为 24.4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兴业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7年 12月 26日。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

人民币 616,000元兴业转债转为本公司 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24,978 股，占兴业
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12%。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兴业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9,999,384,000 元，占兴业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 99.99876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 6月 29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774,190,751 24,978 20,774,215,729

总股本 20,774,190,751 24,978 20,774,215,729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兴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7824863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2-035
转债代码：113011 转债简称：光大转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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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5,801,136,000 元光大转债转为本行

A 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 1,542,826,588 股， 占光大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3.305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光大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4,198,864,000元，占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80.662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 日共有 3,000 元光大转债转为本行 A
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 860股。

一、光大转债的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315

号文《关于核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0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可转债、光大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年。 第 1至第 6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 0.2%、
0.5%、1.0%、1.5%、1.8%和 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79 号文同意，本行 300 亿元可转债于 2017 年 4 月 5 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光大转债”，债券代码“113011”。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本行该次发行的光大转债自 2017年 9月 18日起可转换为本行 A股普通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3.35
元/股。

二、光大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5,801,136,000元光大转债转为本行 A股普通股，累计转

股股数为 1,542,826,588股，占光大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3.3052%。 其中，自 2022
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共有 3,000元光大转债转为本行 A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 860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光大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4,198,864,000 元，占光大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 80.6629%。

三、 股本变动情况
普通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普通股股份
数（股）
（2022年 3月 31日）

占本次变动前普
通股总股本比例
（%）

本次可转债转
股（股）

本次变动后普通股股份
数（股）
（2022年 6月 30日）

占本次变动后普
通股总股本比例
（%）

A股 41,353,185,228 76.53 860 41,353,186,088 76.53

H股 12,678,735,500 23.47 0 12,678,735,500 23.47

总股本 54,031,920,728 100.00 860 54,031,921,588 100.00

四、其他
联系部门：本行资产负债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3636363
联系传真：010-63636574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100033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5 日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瑞”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１５号）。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思科瑞”，扩位简称为“思科瑞
微电子”，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０５３”。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
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５５．５３元 ／股，发行数量为２，５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７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１５．００％。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行账户 。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０．８３７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４３％，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６４．１６２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５１．６６２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１５％；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６３７．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８５％。

根据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
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９５４．５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２８．９５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２２．７１２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２．１５％；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６．４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７．８５％。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４３６８９６％。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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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及银河金汇思科瑞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思科瑞战配资管计划”）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
结果如下：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银河源汇投
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５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

银河金汇思
科瑞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１０８，３７８ ４．４３ ６１，５４８，２３０．３４ ３０７，７４１．１５ ６１，８５５，９７１．４９ １２

合计 ２，１０８，３７８ ８．４３ １１７，０７８，２３０．３４ ３０７，７４１．１５ １１７，３８５，９７１．４９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６１４，４５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７８，３６０，６３０．６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５０，０４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２，７７９，０５４．３８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２２７，１２２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９０，０３２，０８４．６６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
５、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３，９５０，１６９．２３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Ｔ＋３日）上午

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６６０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思科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１”位数 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思科瑞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２，２５９个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２２６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为６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１，０１６，８４６股，占本次网下
发行总量的７．１５％，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４４％。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０，０４６股，包销金额为２，７７９，０５４．３８元，包销股份数量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２２％，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
模的比例为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７月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
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
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投行销售总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０９２９０２８、０１０－８０９２９０２９

发行人：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５日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锂电”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2〕887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为 28, 000, 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4, 200, 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1, 552, 249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54%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 647, 751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数量为
19, 307, 75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3.00% ；网上发行
数量为 7, 140, 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00% 。 最
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26, 447, 751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98.35 元 /股，华盛锂电于 2022 年 7 月 4 日（T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盛锂电” A 股 7, 140, 000
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7 月
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发
行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和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2 年 7 月 6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6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7 月 7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 684, 245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29, 867, 277, 5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02390576% 。 配号总数为 59, 734, 555，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
100, 059, 734, 55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
183.09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 645, 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 662, 751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 785, 000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3276161%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7 月 6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5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