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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关于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江购物”或“公司” ）的委托，担任三江购物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

股计划”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 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

指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工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三江

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三江购物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和验证。

第一部分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三江购物如下保证：三江购物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事实文件，所有文件真实、完整、合法、有效，所有文件的副本或复印件

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所律师作出法

律判断的事实和文件均已披露，并无任何隐瞒、误导、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依法发表法律意见，不对其他非法律事项发表法

律意见。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指导意见》、《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缺少直接证据证明的事项，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三江购物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合理判断。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三江购物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及签字律师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引用和依赖。

第二部 分正文

一、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1、 三江购物系由宁波三江购物俱乐部有限公司通过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2011年2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96号）核准，三江购物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1]12号文同意，三江购物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2011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股票简称为 “三江购物” ， 股票代码为

“601116” 。

2、 三江购物目前持有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11月2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04881846L），公司注册资本为54,767.84万元，住所为浙

江省大榭开发区邻里中心，法定代表人为陈念慈，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

售；化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通讯设

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礼品花卉销售；鞋帽零售；鞋帽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柜台、摊位出

租；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

务代理；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家具销售；母婴用

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塑料制品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餐饮服务；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食品互联网销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生产；药

品零售；药品批发；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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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 营业期限为2008年11月18日至2058年11

月17日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江购物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

续的上市公司，公司不存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

终止的情形，具备《指导意见》规定的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1年4月14日，三江购物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五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基

本内容为：

1、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为公司2020年度评选出的优秀奋斗者员工以及公司部

分门店店长，参与员工不超过55人，其中公司董监高共1人，其他员工不超过54人。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人民币3,500,000元，最终参加员工持股计

划的员工人数及认购金额根据公司授予年度优秀奋斗者以及部分店长实际购股资金来确

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授予年度优秀奋斗者购股资金以及部分店长年利

润分享金，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全额投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性

本所律师按照《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

逐项审核，具体如下：

（一）符合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原则

1、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相关会议文件及公

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时已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履行程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实施了信息披露，不存在利用员工持股计划进

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符合《指导意见》第一部分第（一）项关于依法

合规原则的有关规定。

2、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相关会议文件、公

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专项意见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出具的承诺函，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存在公司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

工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符合《指导意见》第一部分第（二）项关于自愿参与原则

的有关规定。

3、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参加对象出具的承诺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与其他投资者权

益平等，符合《指导意见》第一部分第（三）项关于风险自担原则的有关规定。

（二）符合《指导意见》对员工持股计划内容的要求

1、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为

公司2020年度评选出的优秀奋斗者员工以及公司部分门店店长， 参与员工不超过55人，其

中公司董监高共1人，其他员工不超过54人，符合《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四）项关于员工

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有关规定。

2、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公

司授予年度优秀奋斗者以及部分店长实际购股资金，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全额投入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符合《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五）项第1款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的有关

规定。

3、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的公司股票，

符合《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五）项第2款关于股票来源的有关规定。

4、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

自本员工持股计划全部股票登记至员工持股计划时起算。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36个

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全部股票登记至员工持股计划时起算，符合《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六）项第1款关于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期限的有关规定。

5、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规模上限3,500,000

元及2021年4月1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10.19元/股测算，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

的标的股票数量约为34.35万股，占公司截至《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之日公司

股本总额54,767.84万股的0.063%，所持有的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任一持

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

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符合《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六）项

第2款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规模的规定。

6、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内部权

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持有人会议下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上述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七）项对于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的有关规定。

7、经本所律师查阅《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以下事项作

出了明确规定：

（1）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

（2）员工持股计划基本原则；

（3）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

（4）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和股票来源；

（5）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的锁定期；

（6）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股份的处置办法；

（7）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

（8）员工持股计划履行的程序；

（9）其他事项。

基于上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九）项对于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内容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法定程序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的法定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在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公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了如下程序：

1、公司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事宜充分征求

了公司员工意见，并作出决议通过《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符合《指导意

见》第三部分第（八）项的规定。

2、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的议案，包括《关于审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

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符合《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九）项的规定。

3、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1年4月14日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指导

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所禁止及可能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审议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是员工在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

自担的原则上参与的，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

形；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薪酬激励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使公

司员工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实现企

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4、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五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持股计划的行为。

5、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告上述《三江购物第五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决议，符合《指导意

见》第三部分第（十）项的有关规定。

6、公司已聘请本所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符合《指导意见》第三部分

第（十一）项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经按

照《指导意见》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根据《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尚需召开股东大会对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进行审议，并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公告本法律意见书。 股东大会

对员工持股计划作出决议时， 须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关

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五、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信息披露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

2021年4月16日，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告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的《三江购物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职工代表大会、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决议。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需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

根据《指导意见》、《信息披露工作指引》，随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进，公司尚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在召开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前公告本法律意见书；

2、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司应当披露股东大会

决议及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条款；

3、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6个月内，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完成标的

股票的购买。 公司应当每月公告一次购买股票的时间、数量、价格、方式等具体情况。在完成

标的股票的购买或将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的2个交易日内， 以临时公告形式

披露获得标的股票的时间、数量等情况；

4、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期中披露报告期内下列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1）报告期内持股员工的范围、人数；

（2）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3）报告期内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额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4）因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处分权利引起的计划股份权益变动情况；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构的变更情况；

（6）其他应当予以披露的事项。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

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

信息披露义务，随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进，公司尚需按照《指导意见》、《信息披露工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盖章）经办律师：

负责人：胡力明：胡力明：

梅宇：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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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ST商城2020年

年度报告（全文）》。经事后核查，公司对《*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更正。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一、《*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更正前：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实现19,683.34万元，比上年同期99,584.76万元减少79,901.42万元，下降幅度为80.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联营业务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同时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所致。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和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分别为-12,880.03万元和-14,914.16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亏3,289.61万元和4,300.30万元，增亏幅度分别

为34.30%和40.52%，增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经营收入大幅下滑，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对部分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所

致。

更正后：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实现19,192.69万元，比上年同期99,584.76万元减少80,392.07万元，下降幅度为80.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联营业务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同时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所致。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和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分别为-12,880.03万元和-14,914.16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亏3,289.61万元和4,300.30万元，增亏幅度分别

为34.30%和40.52%，增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经营收入大幅下滑，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对部分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所

致。

二、《*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四）行业经营性

信息分析” 之“零售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之“2.其他说明”之“（8）各类会员数量及销售占比信息”

更正前：

2019年，促销措施主要包括商品打折、返券、满减、周周抽大奖、发放纪念品等营销活动，上述促销活动达到了聚集人气，吸引消费者

的目的。

更正后：

2020年，促销措施主要包括商品打折、返券、满减、周周抽大奖、发放纪念品等营销活动，上述促销活动达到了聚集人气，吸引消费者

的目的。

三、《*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5、应收账款” 之“（5）.按欠

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更正前：

单位名称 期末金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

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 1,509,052.75 95.99

更正后：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元）

1 内蒙古维多利新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67,411.36

2 辽宁萃兮纽可尔商贸有限公司 435,645.71

3 上海寺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30,435.05

4 沈阳茂业时代置业有限公司茂业百货铁西分公司 126,509.69

5 深圳市和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49,050.94

合计 1,509,052.75

四、《*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预付款项” 之“其他说

明”

更正前：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9,568,513.05元，下降了87.45%，主要原因为子公司铁西百货大楼因资金紧张，预付家电款大幅减少所

致。

更正后：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9,568,513.05元，下降了87.45%，主要原因为子公司铁西百货大楼因资金紧张，预付家电款（含家电返利

款转预付款）大幅减少所致。

五、《*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9、存货” 之“（3）.存货跌价

准备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更正前：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7,100,052.34 2,411,694.12 9,511,746.46

周转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合同履约成本

合计 7,100,052.34 2,411,694.12 9,511,746.46

更正后：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7,100,052.34 4,848,190.69 2,436,496.57 9,511,746.46

周转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合同履约成本

合计 7,100,052.34 4,848,190.69 2,436,496.57 9,511,746.46

部分库存商品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 该部分库存商品期末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848,

190.69元。

本期减少金额2,436,496.57元，系本期出售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同时结转该部分库存商品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六、《*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21、固定资产” 之“（1）.固

定资产情况”

更正前：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209,341,453.78 231,858,777.90 2,171,371.32 8,384,710.97 1,451,756,313.97

2.本期增加金额 452,499.32 13,298.73 465,798.05

（1）购置 452,499.32 13,298.73 465,798.05

（2）在建工程转入

（3）企业合并增加

其他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291,000.00 291,000.00

（1）处置或报废

其他减少 291,000.00 291,000.00

4.期末余额 1,209,793,953.10 231,567,777.90 2,171,371.32 8,398,009.70 1,451,931,112.02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291,343,679.11 161,859,219.86 1,638,205.10 7,139,721.94 461,980,826.01

2.本期增加金额 34,101,391.12 15,285,015.85 162,577.48 197,683.65 49,746,668.10

（1）计提 34,025,974.55 15,285,015.85 162,577.48 197,683.65 49,671,251.53

其他增加 75,416.57 75,416.57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其他增加

4.期末余额 325,445,070.23 177,144,235.71 1,800,782.58 7,337,405.59 511,727,494.11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4,264,269.18 4,264,269.18

2.本期增加金额 419,028.74 419,028.74

（1）计提 419,028.74 419,028.74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4,264,269.18 419,028.74 4,683,297.92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884,348,882.87 50,159,273.01 370,588.74 641,575.37 935,520,319.99

2.期初账面价值 917,997,774.67 65,735,288.86 533,166.22 1,244,989.03 985,511,218.78

更正后：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209,341,453.78 231,858,777.90 2,171,371.32 8,384,710.97 1,451,756,313.97

2.本期增加金额 452,499.32 13,298.73 465,798.05

（1）购置 452,499.32 13,298.73 465,798.05

（2）在建工程转入

（3）企业合并增加

其他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291,000.00 291,000.00

（1）处置或报废

其他减少 291,000.00 291,000.00

4.期末余额 1,209,793,953.10 231,567,777.90 2,171,371.32 8,398,009.70 1,451,931,112.02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291,343,679.11 161,859,219.86 1,638,205.10 7,139,721.94 461,980,826.01

2.本期增加金额 34,101,391.12 15,522,302.28 162,577.48 197,683.65 49,983,954.53

（1）计提 34,101,391.12 15,522,302.28 162,577.48 197,683.65 49,983,954.53

其他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237,286.43 237,286.43

（1）处置或报废

其他减少 237,286.43 237,286.43

4.期末余额 325,445,070.23 177,144,235.71 1,800,782.58 7,337,405.59 511,727,494.11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4,264,269.18 4,264,269.18

2.本期增加金额 419,028.74 419,028.74

（1）计提 419,028.74 419,028.74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4,264,269.18 419,028.74 4,683,297.92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884,348,882.87 50,159,273.01 370,588.74 641,575.37 935,520,319.99

2.期初账面价值 917,997,774.67 65,735,288.86 533,166.22 1,244,989.03 985,511,218.78

七、《*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37、预收款项” 之“（1）.预

收账款项列示”

更正前：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预收租金 2,804,420.78 150,000.00

合计 2,804,420.78 150,000.00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了2,654,420.78元，增加了16.70倍，主要为子公司改变经营模式，预收的租赁款增加所致。

更正后：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预收租金 2,804,420.78 150,000.00

合计 2,804,420.78 150,000.00

预收账款前五名：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元）

1 辽宁时全饰美贸易有限公司 749,408.42

2 辽宁晋发商贸有限公司 612,183.34

3 沈阳比优特商贸有限公司 243,638.22

4 奉天挑战者(沈阳市)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9,377.52

5 北京同仁堂辽宁药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96,884.00

合计 2,011,491.50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了2,654,420.78元，增加了16.70倍，主要为子公司改变经营模式，预收的租赁款增加所致。

更正后的《*ST商城2020年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就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信息披露

20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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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790� 证券简称：轻纺城 公告编号：2021-023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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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创意大厦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8,85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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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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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潘建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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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董事范慧川、单崇军、徐芳、程惠芳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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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54,538 99.32 4,099,198 0.62 402,2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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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54,538 99.32 4,099,198 0.62 402,200 0.06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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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54,538 99.32 4,099,198 0.62 402,200 0.06

4、 议案名称：《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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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22,938 99.31 4,532,998 0.69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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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22,938 99.31 4,532,998 0.69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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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22,938 99.31 4,532,998 0.69 0 0

7、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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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255,638 99.30 4,600,298 0.7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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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54,538 99.32 4,501,398 0.68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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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81,814 99.11 5,874,122 0.89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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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潘建华 654,820,640 99.39 是

10.02 候选人：虞伟强 654,858,680 99.39 是

10.03 候选人：王海明 654,820,640 99.39 是

10.04 候选人：何明 654,820,640 99.39 是

10.05 候选人：高菲 655,201,040 99.45 是

10.06 候选人：范慧川 654,820,640 99.39 是

11、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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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候选人：程惠芳 655,201,041 99.45 是

11.02 候选人：楼东平 654,820,641 99.39 是

11.03 候选人：章勇坚 654,820,640 99.39 是

12、关于选举监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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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候选人：陈雄健 655,201,040 99.45 是

12.02 候选人：虞建妙 654,820,640 99.3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

案》

100,869,290 95.70 4,532,998 4.30 0 0

7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方案》

100,801,990 95.64 4,600,298 4.36 0 0

10.01 候选人：潘建华 101,366,992 96.17

10.02 候选人：虞伟强 101,405,032 96.21

10.03 候选人：王海明 101,366,992 96.17

10.04 候选人：何明 101,366,992 96.17

10.05 候选人：高菲 101,747,392 96.53

10.06 候选人：范慧川 101,366,992 96.17

11.01 候选人：程惠芳 101,747,393 96.53

11.02 候选人：楼东平 101,366,993 96.17

11.03 候选人：章勇坚 101,366,992 96.17

12.01 候选人：陈雄健 101,747,392 96.53

12.02 候选人：虞建妙 101,366,992 96.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658,855,936股，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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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婷、郑上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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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8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600790� � � �编号：临2021－024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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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内容：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时间：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活动地点：全景网 (http://rs.p5w.net）

·参与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活动类型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5

月13日（星期四）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主题活动。 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沟通。

二、活动时间及参与方式

1、活动时间：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2、参与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网址：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1、公司董事长潘建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伟夫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邬建昌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会有

所调整）。

2、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

四、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公司投资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75-84135815

3、传 真：0575-84116045

4、邮 箱：mxf@qfcgroup.com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12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发送至邮箱（mxf@qfcgroup.com）,公司将在本

次活动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170� � �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1－031

债券代码：143977� � � �债券简称：18沪建Y1

债券代码：136955� � � �债券简称：18沪建Y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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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7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下属上海建工房产有

限公司（简称“建工房产” ）参加了海南省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活动，竞得澄迈县27010-202031-2号地块（简称“本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签订成交

确认书。 本地块详情如下：

一、宗地位置

本地块位于澄迈县老城镇白莲互通东北侧，东至规划路，南至海南环岛高速，西至美造路，北至相

邻地块。

二、主要规划指标

土地总面积52,309.81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面积130,774.5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安居

型商品住房用地）。

三、土地价款

本地块使用权成交总价为人民币18,169万元。 本项投资纳入公司2021年度投资计划额度内。

四、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中央政府确定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 本土地项目开发建设可以

进一步拓展公司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领域。 本地块按规划要求，将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由政府

确认销售/回购价格，具有一定的项目投资收益，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业绩。

五、本项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项投资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项目规划变更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投资收益。 公司将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把握建设进度，积极做好相关风险防控措施。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170�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1－032

债券代码：143977� 债券简称：18沪建Y1

债券代码：136955� 债券简称：18沪建Y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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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9:30-10:30

●会议召开地点：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1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公司定于2021年5月14日通过上证路演

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举行 “上海建工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 “说明

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9:30-10: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徐征先生，公司总会计师尹克定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胜先生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

关系邮箱（ir@scg.com.cn），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次说明会将通过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于会议当日直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说明会。

五、联系方式

电话：021-35318170

邮箱：ir@sc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股票代码：600582� � � � �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12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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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1

年4月30日发出。 会议于2021年5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胡善亭主持会议，全体董事经审议，一致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

刘元敏、闵勇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详见本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13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股票代码：600582� � � � �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013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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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元敏先生、闵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聘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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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副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经审阅刘元敏先生、闵勇先生的个人

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任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刘元敏先生、闵勇先生的任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的审议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附件：

简历

刘元敏，男，1964年生，中共党员，工学硕士，研究员。 历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瓦斯物探通

风防灭火所副所长，国家煤矿防尘通风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常务副主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

庆分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经营管理部部长，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销中心主任。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

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闵勇，男，1975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长江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行业研究员、国际业

务部项目经理、北京投行部副总经理，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处主任、综合

办公室主任、总法律顾问，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办公室主任、改革发展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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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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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978号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6,45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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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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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厉群南先生

因出差未参加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吕锦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1人，董事厉群南、凌云、应明德、陆肖天、李备战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钱乾、吕晓璐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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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57,714 68.4663 20,103,468 10.7820 38,692,046 20.751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内容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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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94,014 64.7315 65,716,014 35.2453 43,200 0.0232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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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82,414 68.6404 19,546,468 10.4833 38,924,346 20.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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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7,294,

542

26.5872

20,103,

468

73.2734 38,200 0.1394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

相关内容的议案

330,842 1.2058

27,062,

168

98.6366 43,200 0.1576

3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

案

7,619,

242

27.7707

19,546,

468

71.2433 270,500 0.98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因议案2本次表决结果未达到2/3以上，议案2未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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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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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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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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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91,83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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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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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长林俊波女士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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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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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2人，董事叶正猛先生、陈淑翠女士、薛安克先生、蔡家楣先生、徐晓东先生因

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金雪军先生、汤云霞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潘孝娜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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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347,269 99.55 22,491,672 0.45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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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710,669 99.56 22,128,272 0.44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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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710,669 99.56 22,128,272 0.44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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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的议案

60,143,413 72.78 22,491,672 27.22 0 0.00

2

关于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

办法》的议案

60,506,813 73.22 22,128,272 26.78 0 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60,506,813 73.22 22,128,272 26.78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均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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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民、章佳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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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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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