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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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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并通过邮件方式提

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2021年4月20日14:00～15:00， 公司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提供的网上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

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左春先生、董事会秘书蔡宏先

生就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发展规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对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整理如下：

1、公司是否会考虑投资者的现金需求，2020年度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谢谢您的关注。过去20多年，公司基本上坚持每年以净利润的50%左右向股东进

行现金分红。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50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预计

共分配现金红利23,320万元， 占2020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48.93%，较

2019年现金分红增长22%。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16,960万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59,360万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2020年度公司 “保险+” 战略的进展情况以及未来的战略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谢谢您的关注。 公司坚持“保险+” 战略，注重挖掘保险信息化与其他行业领域

信息化之间的业务协同，一方面借助公司在保险IT领域的竞争优势切入与保险行业关系密切的其他领域，积

极进行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农业、气象、能源、电力等领域的业务布局；另一方面与保险客户合作，共

同探索保险行业通过技术手段嵌入多种应用场景，提供数字化保障的业务机会，协助保险公司产品及服务创

新，助力保险公司的业务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保险+” 战略在消费金融、医疗、教育、汽车、交通、农业、气象、

能源、电力等方向的业务布局均取得进一步成效，已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项目落地。

在资质方面，公司已完成ITSS云计算私有云IaaS服务能力标准符合性（贰级）和ITSS云计算SaaS服务能

力标准符合性（叁级）资质认证。

未来在“保险+” 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注重通过战略合作方的地市级业务网络，加快公司“保险+”

在“地市级” 运营外挂和互联网应用，拓展地市级业务网络生态。

3、公司关于促进应收账款回款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谢谢您的关注。 为加强公司的应收账款管理，公司已制订了《销售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制度》、《应收款管理制度》等与销售及收款业务相关的管理制度，明确了销售、收款等环节的职责

和审批权限。 公司针对应收账款催收等制定了相应程序，主要包括：（1）定期对账、催收制度。 通过财务部门

对应收账款情况定期汇报、销售人员持续跟踪和对应收账款欠款客户的定期走访，加强应收账款催收。 （2）

以现金流指标加强对业务部门的考核。 公司在对业务部门进行考核时，强化对现金流指标的考核，将业务部

门绩效与款项回收紧密挂钩，增加业务人员的催款力度和积极性等。 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及资产总额比

例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4、公司战略在国际上对标的公司是哪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谢谢您的关注。 公司主营业务为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公司以保险IT为核心，同时

在非保险金融、医疗卫生、政务、教科文等领域IT进行广泛布局，通过“保险+” 战略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增

长，公司发展目标为成为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商。 因此对标的国际公司主要为行业应用软

件领域的IT龙头，如SAP、FIS、Fiserv、CSC、Guidewire等。

5、公司未来能否通过云计算、SaaS服务、金融云提升产品的标准化以提升整体毛利？ 公司在“金融云” 方

向的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谢谢您的关注。 2020年，公司软件产品销售、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收入44.31亿

元，较2019年增长11.17%，毛利率为33.21%，同比增加2.8个百分点。 公司云服务模式主要侧重于应用层软件

的开发及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在为保险客户提供云部署和云迁移的同时，还面向以“保险+” 为特色的新型保

险生态，推出中科软保险云平台，为客户提供多种SaaS服务，以满足保险公司的业务创新和生态建设。 除保险

客户外，公司还为医疗卫生、政务、教育等领域客户的云端应用提供云平台建设、迁移、运维等各类技术服务。

未来云服务模式有望持续为公司收入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公司推进以互联网开源技术为主体的技术换代和架构升级，完成产品线云化改造并推出保险行

业全面上云的解决方案，广泛适配国内外主流云计算厂商的平台服务。

未来在云业务发展方面，公司将以商业合作为抓手，注重组件平台（PaaS）层竞争策略，通过与大的云平

台、IDC，以及开源企业合作，在底层技术、最终用户之间，作为直接面向市场的第三股力量（服务+技术集成

方），将开源技术转移到客户端，努力拓展2B市场，增强用户粘性，依靠技术积累助力客户云应用及云转型的

实现。

6、公司对保持较高成长性、提高技术产出等方面的战略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谢谢您的关注。公司注重以自身研发的行业应用软件参考模型形成独特竞争力，

公司行业参考模型具有“相同复用” 、“相似复用” 的技术特点，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也

能够提升公司的软件开发效率。

以保险领域为例，截至目前，公司以自主研发的“财险领域参考系统平台” 、“寿险领域参考系统平台” 为

核心，已打造了集“核心业务管理” 、“销售渠道与客户服务” 、“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 、“审计及监管报送” 、

“数据管理与应用支持” 五大产品线为主体的保险IT解决方案产品矩阵。

此外，在非保险金融、政务、医疗卫生、教科文等领域公司也在不断加强行业应用软件参考模型及产品线

矩阵的建设。

7、公司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技术方面有布局或业务吗？

答：公司在区块链领域将着重在区块链标准化、联盟链平台以及区块链的场景应用三个方面进行业务布

局，并力争形成相应业务；在数字货币方面，公司将注重数字货币应用场景的集成实施。

8、公司在2020年取得的业绩很好，利润分配也很合理。 2021年公司在加大研发与业绩增长方面有哪些新

举措？ 是否还能有大的上升空间？

答：2021年，公司将继续巩固和提升在保险信息化领域领先的市场地位，同时进一步加强在非保险金融、

政务、医疗卫生、能源、电力、新闻媒体等领域广泛的业务布局及客户积累，坚持“保险+” 战略、行业核心业务

系统发展战略以及国际化发展战略，不断开拓进取力争实现更为优异的业绩增长。

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公司科技创新能力。 继续坚持中科院“四个面向” 的

战略指引，一方面巩固自身技术优势，关注并推进数据模型重构，继续推出兼容性更大的新版核心业务系统，

完善保险、银行、医疗卫生、政务、教科文等领域产品线建设；另一方面持续关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

术的应用。

今年以来，金融监管带来了保险领域新一轮IT管理和治理的需求增长，同时保险嵌入其他行业领域所带

来的信息化需求也在持续增加，为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三、其他事项

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相关信息

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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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割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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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正在履行相关程序，尚未完成交割。

◆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管局（NEPRA）于2017年10月公布了KE公司新多年期电价机制（MYT）的复议

结果， 复议结果仍未能达到预期。 巴基斯坦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就KE公司的新MYT电价复议结果正式致函

NEPRA，要求其对电价复议结果进行重新考虑。 NEPRA已公布了“重新考虑” 后的MYT。“重新考虑” 后的

MYT与《股份买卖协议》中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仍有差异，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基于“重新考虑” 后的MYT

开展谈判。本次交易仍存在因电价发生变化而影响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可能，或将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0月28日分别召开2016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

2016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并于2016年12月16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金方

式购买KES� POWER� LTD.（以下简称 “KES能源公司” 或 “本次交易对方” ） 持有的K-ELECTRIC�

LIMITED（以下简称“KE公司” ）的18,335,542,678股股份，占KE公司总发行股本的66.40%之交易（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文件。

公司现就本次交易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的实施进展及尚需开展的工作情况公告如下：

1、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已经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巴基斯坦

竞争委员会的批准等先决条件。

2、KE公司新多年电价机制（MYT）事宜进展

鉴于2017年3月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管局（NEPRA）发布的新MYT与预期存在差距，KE公司向法院起

诉并获得新MYT不生效的法令，且直至新MYT发布前，原MYT将一直适用；同时KE公司向NEPRA提交了正

式的复议材料，并获得了受理。之后，交易对方和KE公司开展了大量工作，与NEPRA进行了积极磋商，并获得

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和对KE公司电价诉求的理解。 巴基斯坦时间2017年10月9日晚，NEPRA发布了对KE

公司新MYT的复议结果。 在新MYT复议结果中，KE公司在复议材料中提出的部分诉求被NEPRA接受并予

以调整，但复议结果仍未能达到预期。

根据巴基斯坦相关规定，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有权要求NEPRA对裁定电价进行重新考虑。 在NEPRA作出

新的决定并告知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之前，电价将暂不生效。 经交易对方回复确认，巴基斯坦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已就KE公司的新MYT电价复议结果正式致函NEPRA， 要求其对电价复议结果进行重新考虑。 为此，

NEPRA召开了新MYT电价重新考虑听证会，巴基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并多次召开相关专题会议。

NEPRA已公布了“重新考虑” 后的MYT。“重新考虑” 后的MYT与《股份买卖协议》中约定的交割先决

条件仍有差异，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基于“重新考虑” 后的MYT开展谈判。

本次交易仍存在因电价发生变化而影响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可能，或将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上海

电力将与本次交易对方和KE公司保持密切沟通，根据最终结果评估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情况。

3、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包括本次交易的融资事宜、股份转让及支付对价等事宜。

在本次交易未完成交割之前，本次交易仍存在相关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重大风险提示等内容。

后续，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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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点30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19号楼保利国际广场 T1-2703A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00,270,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41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00,240,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38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240,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86％。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

份240,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8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产业并购基金份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7％；反对18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912％； 弃权20,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92％；反对18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75.9352％；弃权2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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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马宏继律师和韩洪敬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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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项目使用

完毕及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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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779号）的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4,01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280.2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102.53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5月22日到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18年5月23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

（XYZH/2018XAA20204）。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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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

订)》等规范性文件，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吴中支行 （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 ）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科沃斯家用机器人有限公司、Ecovacs�

Robotics� Holdings� Limited及公司的全资孙公司Ecovacs� Europe� GmbH、Ecovacs� Robotics,Inc.、

株式会社签订四方、五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按照协议对募集资金进

行管理，以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并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

他用途。

综上所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所有募集资金使用均已按照核准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募集资金

中9,877.71万元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该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

告》（XYZH/2018XAA2022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018年8月22日完成募集资金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2018-017）。

四、募集资金专户结余及注销情况

鉴于年产400万台家庭服务机器人项目和国际市场营销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无

结余资金。 为方便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将这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予以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注

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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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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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4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经事后审查发现，由

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误将公告内容上传为《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项目使用完毕及注销部

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审议情况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项目正

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

度内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

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相关媒体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二、委托理财赎回的情况

2020年5月13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13,000万元，公司于2020年11月11日赎回了部分理

财产品1,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1,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3.6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0）。

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赎回了部分理财产品1,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1,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7.93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公司于2021年2月9日赎回了部分理财产品1,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1,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9.20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赎回了部分理财产品1,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1,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22.99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赎回了部分理财产品9,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9,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210.75

万元。 到目前为止，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赎回。 本次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及收益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购买

金额

赎回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限

实际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

益额

建设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 周周利 9,000 9,000

2020-5-1

3

2021-4-2

1

343日 2.49% 210.75

合计 9,000 9,000 210.75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0.68 0

2 银行理财产品 16,000 16,000 5.45 0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42 0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37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 13,000 284.49 0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42 0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02 0

8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5.31 0

合计 36,000 36,000 305.16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9,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6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5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

注：最近一年净资产为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2019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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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审议公司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

4、表决所有议案都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4

月21日9:15—9:25,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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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79号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15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卫东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49人，代表股份数332,528,788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4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31,560,400股，占公司总股数的3.83%。 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11人，代表股份数 302,485,336� 股，占公司总股

数的36.7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30,043,4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谢文武、张若愚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2、《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3、《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821,407,419股为分红最低股数， 以825,758,441股为分红最

高股数，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为基数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元（含税），此次分配

后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若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维持每股分配不变” 的原则，以未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5、《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6、《2020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7、《公司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07,467,44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8%；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3%；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0.3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9、《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1,530,78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0%；反对票为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票为99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30,562,4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陈忠逸先生、羿岳峰先生、沈小艳女士、古群女士、张亚普先生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

交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2020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

意见、日常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派律师谢文武、 张若愚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21� �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27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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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号二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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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4,57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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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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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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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公司独立董事俞丽萍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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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5,896 99.8659 810,986 0.1298 26,640 0.0043

2、议案名称：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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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1,096 99.8651 815,786 0.1306 26,640 0.0043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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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1,096 99.8651 815,786 0.1306 26,640 0.0043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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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28,096 99.8646 818,786 0.1311 26,640 0.0043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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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4,896 99.8657 811,986 0.1300 26,640 0.0043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任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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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4,996 99.8657 811,886 0.1300 26,640 0.0043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支付2020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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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2,996 99.8654 813,586 0.1303 26,940 0.0043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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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447,824 99.8198 1,098,658 0.1759 27,040 0.0043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计提2020年度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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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28,996 99.8648 817,486 0.1309 27,040 0.0043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与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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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67,908 98.5880 812,186 1.3672 26,640 0.0448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摩根士丹利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39%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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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7,896 99.8662 808,986 0.1295 26,640 0.0043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36%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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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37,896 99.8662 808,986 0.1295 26,640 0.0043

13、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方借入次级债务

暨关联交易议案

13.01�议案名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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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2�议案名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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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3�议案名称：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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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4�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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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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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6�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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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7�议案名称：授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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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8�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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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方

借入次级债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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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64,008 98.5814 816,086 1.3737 26,640 0.0449

1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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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396,163 99.3312 4,150,719 0.6646 26,640 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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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166,788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54,589,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971,438 82.4486 818,786 16.9983 26,640 0.5531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274,238 92.2041 250,200 7.0457 26,640 0.7502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97,200 55.0804 568,586 44.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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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

58,561,308 98.5769 818,786 1.3783 26,640 0.0448

6

公司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58,568,208 98.5885 811,886 1.3667 26,640 0.0448

9

公司关于计提2020年度信

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58,562,208 98.5784 817,486 1.3761 27,040 0.0455

10

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与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58,567,908 98.5880 812,186 1.3672 26,640 0.0448

11

公司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摩根士

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39%股权的议案

58,571,108 98.5934 808,986 1.3618 26,640 0.0448

12

公司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摩根士

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36%股权的议案

58,571,108 98.5934 808,986 1.3618 26,640 0.0448

13.01 规模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2 期限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3 利率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4 担保安排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5 募集资金用途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6 偿债保障措施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7 授权事项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3.08 决议有效期 58,583,708 98.6146 792,486 1.3340 30,540 0.0514

14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上

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或其关联方借入次级债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议案

58,564,008 98.5814 816,086 1.3737 26,640 0.044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4、15项系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上述第10、13、14项系涉及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的议案，上海仪电（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嘉驰、孙晨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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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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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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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14: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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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和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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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1568号公司1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荆世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股东类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4 73,333,638 57.902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4 37,900 0.0299%

合计 18 73,371,538 57.932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363,794 0.287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4 37,900 0.0299%

合计 11 401,694 0.3172%

（三）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 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

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六)�审议通过《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七)�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九)�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股） 73,333,638 0 0

网络投票数（股） 37,900 0 0

合计 73,371,538 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股） 401,694 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 出席律师：车千里，田雅雄

（三）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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