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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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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10项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5月7日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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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

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名，代表股份495,710,55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0.0466%。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4名， 代表股份159,099,73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8531%。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0名， 代表股份336,610,82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1935%。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10人， 代表股份53,766,81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34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92,3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9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2,574,4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2473%。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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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审议通过了：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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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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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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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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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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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5,502,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对208,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558,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6%；反对

20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融资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5,455,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5%；反对243,68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511,6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54%；反对

243,6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3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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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已回购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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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5,710,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66,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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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2,147,0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1%；反对3,551,96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203,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724%；反对3,

551,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2,147,0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1%；反对3,551,96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203,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724%；反对3,

551,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2,147,0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1%；反对3,551,96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203,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724%；反对3,

551,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现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2,147,0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1%；反对3,551,96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203,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724%；反对3,

551,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晏维、郑茜元

3、结论性意见：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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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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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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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19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2020年8月21日、2020年9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担保额度暨增加融资授信机构范围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183,850万元的担保，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或其授权人士为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全

权负责业务办理、协议、合同签署等事宜，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审议。 详细信息见公司于2020

年4月29日、2020年8月2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及《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担保额度暨增加融资授信机构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1年5月6日，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以下简称“债权人” ）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02582021高保字第00016号），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海联金汇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联金汇” ）与债权人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金

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所保证的主债权期限为2021年5月6日至2022年5月6日。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

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

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以及青岛海联金汇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

2、2021年5月6日，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02582021高保字第00017

号），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海联金汇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联金汇精密” ）与债权

人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所保证的主债权期限为

2021年5月6日至2022年5月6日。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

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以及海联金

汇精密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额度在本公司审批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本次为青岛海联金汇及海联金汇精密各提供1,000万元的担保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39,128,616.67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90%。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439,128,616.67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10.90%。

（2）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的担保总额为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

2、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1-049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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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2021年4月15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利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办理相关事项，

公司及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在授权期限内单次投资金额不超过50,000万元，合计在授权时间内任意时点

投资余额不超过170,000万元，以上资金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

月1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一、本次认购产品基本内容

近日， 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结构性

存款1,0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的结构性存款16,000万元，公司子公司联动优势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优势” ）根据上述决议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银行理财3,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认

购

主

体

产品

种类

产品类

型

金额（万

元）

预期收益

率（年化）

产品

期限

利息起止日 投资范围/挂钩标的

海

联

金

汇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

1.40%-3.

60%

2个

月

2021/5/6-2021/7/6

彭博页面“EUR�CURNCY�BFIX” 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

价格。

海

联

金

汇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6,000

1.50%-3.

15%

222

天

2021/5/7-2021/12/15

观察期内每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

美元/日元的汇率中间价， 取值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3位，

表示为一美元可兑换的日元数。 如果某日彭博“BFIX” 页

面上没有显示相关数据，则该日指标采用此日期前最近一

个可获得的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美

元/日元的汇率中间价。

联

动

优

势

银行

理财

固定收

益类

3,000 3.20%

无固

定期

限

2021/5/7-无固定期限

一是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

市场工具、质押式和买断式债券回购、公募资产管理产品

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二是权益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股票、ETF、公募资产管理产品等；三是商品及金融衍生品

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具等。 以及通

过其他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所投资的前述资产。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

负责组织实施并及时分析和跟踪， 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议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现金

管理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

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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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使用不受影响的前提

下，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开展，并且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五、公司累计委托理财及结构性存款情况

截至本公告作出之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以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46,000万元），均在公

司审批额度内。 具体情况如下：

类型 签订单位 起息日 到期日 天数 资金来源

金额

（万元）

情况

结构性存款 海联金汇 2021.04.22 2021.06.21 60天 自有资金 10,000

结构性存款 海联金汇 2021.04.21 2021.07.20 90天 自有资金 16,000

结构性存款 海联金汇 2021.05.06 2021.07.06 2个月 自有资金 1,000

结构性存款 海联金汇 2021.05.07 2021.12.15 222天 自有资金 16,000

银行理财 联动优势 2021.05.07 — 无固定期限 自有资金 3,000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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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

债权人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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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2021年5月7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已回购

股份的议案》，公司拟将回购的63,818,494股股份全部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1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已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23,783.5239万股变更为117,401.6745万股，公司注

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23,783.5239万元变更为117,401.674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

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

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1年5月8日至2021年6月21日，每个工作日8:30-11:30,� 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人：王玉林

邮政编码：266200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号码：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wangyulin@haili.com.cn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3003� � � � � � � � �证券简称：天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8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现场会

议于2021�年 5�月 7�日下午 15: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7� 日 9:30� —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1�月 2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3,749,1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90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3,

74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9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1,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孝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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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讨论和表

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3,7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3,7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3,7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3,7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3,7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3,74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反对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30％；反对

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3,74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3,74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30％；反对

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3,74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30％；反对

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3,74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3,74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30％；反对

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3,74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620％；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8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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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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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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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0年12月11日、12月29日

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

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投资产品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本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5月6日， 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20,000万元分别购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的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认购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2021年5月6日，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签订《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B款） 协议》， 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5,000万元认购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的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11926）” 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11926）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评级：低风险产品

4.产品期限：61天

5.起息日：2021年5月6日

6.到期日：2021年7月6日

7.产品挂钩标的：EURUSD即期汇率。

8.预期收益率：

①低于约定汇率区间下限：1.5%，观察日北京时间14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EURUSD即期汇率

小于起息日汇率*95.0%；

②在约定汇率区间内:3.2%，观察日北京时间14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EURUSD即期汇率在约

定汇率区间内；

③高于约定汇率区间上限:3.4%，观察日北京时间14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EURUSD即期汇率

大于起息日汇率*105.0%。

挂钩标的观察日：2021年6月8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9.投资总额：5,000万元

10.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11.投资范围：本产品为结构性存款产品，其衍生产品部分与欧元兑美元汇率在观察日北京时间14

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即期汇率挂钩。

12.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

①本产品到期后，公司须向杭州银行主动收回结构性存款本金及低档收益；

②如本产品收益率按照协议约定被确认为高于低档收益率， 则超过低档收益部分由杭州银行在产

品到期日主动汇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1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自有闲置资金5,000万元购买杭州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30%。

（二）认购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2021年5月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签订《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协议（挂钩黄金二元结构）》，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10,000万元认购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

行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52天（黄金挂钩看涨）” 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52天（黄金挂钩看涨）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评级：保守型产品（1R）

4.产品期限：52天

5.起息日：2021年5月10日

6.到期日：2021年7月1日

7.产品挂钩标的：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合约收盘价(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为

准)。

8.预期收益率：如本产品成立且银行成功扣划客户认购本金的，则银行向该客户提供本金完全保障。

高档收益率：3.31%(年化)；低档收益率：1.55%(年化)。

(1)若产品观察日挂钩标的收盘价小于行权价,则当期产品年化收益率为低档收益率；

(2)若产品观察日挂钩标的收盘价大于或等于行权价，则当期产品年化收益率为高档收益率。

挂钩标的观察日：2021年6月28日，遇非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上海黄金交

易所AU99.99交易日。

行权价：337.00元/克。

产品收益根据观察日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合约收盘价】确定。 若观察日AU99.99合约收盘价

大于或等于【337.00元/克】，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为高档收益率，否则获得低档收

益率。

9.投资总额：10,000万元

10.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11.投资范围：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募集资金由交通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相

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 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交通银行内部资金统一运作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

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产品内嵌衍生品部分与汇率、利率、商品、指数等标的挂钩。

12.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交通银行将于产品到账日（产品到期日当日）支付产品存款本金及产品应

得收益。

1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自有闲置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060%。

（三）认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对公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2021年5月6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签订《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适用于挂

钩金融衍生品的结构性存款）》， 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5,000万元认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

分行的“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五期产品10” 。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五期产品10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评级：低风险产品

4.产品期限：63天

5.起息日：2021年5月6日

6.到期日：2021年7月9日

7.产品挂钩标的：Bloomberg于东京时间11:00公布的BFIX� EURUSD即期汇率

8.预期收益率：若观察日标的汇率小于等于N-0.06,产品收益率按照1.00%执行；若观察日标的汇率

大于N-0.06、小于N+0.047，收益率按照3.30%执行；若观察日标的汇率大于等于N+0.047,收益率按照

3.40%执行。 N为起息日后T+1日挂钩标的汇率。

产品观察日/观察期：2021年7月6日

9.投资总额：5,000万元

10.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11.投资范围：本产品为内嵌金融衍生工具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银行将募集的结构性存款资金

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 同时以该笔定期存款的收益上限为限在国内或国际金融市场进行金融衍生交易

（包括但不限于期权和互换等衍生交易形式）投资，所产生的金融衍生交易投资损益与银行存款利息之

和共同构成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

12.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光大银行将于投资兑付日当天将本次理财投资本金及相关投资收益划转

至本公司账户。

1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自有闲置资金5,000万元购买光大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30%。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的前提

下进行的，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且尚未到期的余额共计55,000

万元（含本次购买的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1.330%，

前述理财产品均为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本次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相对较低的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投资品种，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金融市场的变化存在

不确定性，因此理财产品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理财产品投资的相关业务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为规范和管理对理财产品的投资和交易行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财产安全，有效防范投

资风险，维护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了《理财产品投资管理制度》，对理财投资的原则、投资

范围及资金来源、审批权限及信息披露、操作流程、核算与管理、监督与控制、信息保密措施等方面做了

详尽的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严格按制度执行。

五、备查文件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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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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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及大宗交易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

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8.2598%减少至

7.2598%。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7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达

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联”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财智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通” ）发来的

《关于股份减持超过1%的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3月15日至2021年5月7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3/15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 0.1681

大宗交易 2021/3/16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0.2626

大宗交易 2021/3/18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0.1051

大宗交易 2021/3/19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0.2626

集中竞价交易 2021/4/30 人民币普通股 216,356 0.1136

集中竞价交易 2021/5/6 人民币普通股 120,207 0.0631

集中竞价交易 2021/5/7 人民币普通股 47,252 0.0248

合 计 人民币普通股 1,903,815 1.000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本次权益变动期间，达晨创联一致行动人达晨创通持股数量不变。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达晨创联

持有股份 10,551,803 5.5425 8,647,988 4.54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51,803 5.5425 8,647,988 4.5425

达晨创通

持有股份 5,173,306 2.7173 5,173,306 2.71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持有股份 15,725,109 8.2598 13,821,294 7.25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51,803 5.5425 8,647,988 4.542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及大宗交易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

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达晨创联及达晨创通经营发展需要和投资等财务安排需要，履行此前披露的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及大宗交易减持。履行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达晨创联因经营发展需要和投资等

财务安排需要，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807,630股，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减持期间为2021年3月31日至2021年

9月2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

披露的《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6）。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

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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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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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5月7日，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

易日（2021年4月30日、5月6日和5月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标准。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酒钢集团” ）

均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4月30日、5月6日、5月7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电话及书面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

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核查，公司内部生产秩序良好，经营状况一切正常。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已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酒钢集团发函征询，截止本公告日，酒钢集团不存在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核查，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热点概念等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公司提醒广

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与该等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已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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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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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方案主要内容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上市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亿元-7.00亿元， 回购价格区间为15.00元/股-22.00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50%，即41,597,784股。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回购方案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2021年1月23日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7）等公告。

二、本次回购实施情况

2021年1月26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并于2021年1月27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1,597,7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最低成交价格为15.00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16.9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6,338.70

万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与本次回购方案设定的最大回购数量相差不足一手， 已触及回购方案确定

的回购期限届满条件，本次回购已实施完成。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既定的股份回购

方案。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2021年1月23日）起至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交日

（2021年5月7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董监高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于2021年2月8日、2021年2月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增持主体 职务 增持数量（股）

增持日期

（年-月-日）

1 吕晓兆 副董事长、总裁 69,500 2021-2-8

2 高波 董事、执行总裁 67,300 2021-2-8

3 傅学生 董事、执行总裁 65,000 2021-2-8至2021-2-9

4 赵强 董事、执行总裁、财务总监 204,000 2021-2-9

5 李金千 董事、执行总裁 131,700 2021-2-9

6 周新兵 董事会秘书 65,500 2021-2-9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增持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披露的《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2021年2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美光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16,000,000股， 所得资金主要用于向公司支付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尾款。

四、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787,878 7.74% 128,787,878 7.74%

2、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5,123,500 92.26% 1,535,123,500 92.26%

其中：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41,597,732 2.50%

合计 1,663,911,378 100.00% 1,663,911,378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

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1998�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3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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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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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905,295,93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154,829,6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750,466,2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50428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659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83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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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本行执行

董事、行长方合英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本行在任监事8人，出席7人，陈潘武监事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朱鹤新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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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53,943,208 99.997155 886,468 0.002845 0 0.000000

H股 7,550,269,093 97.416966 197,277,635 2.545365 2,919,529 0.037669

普通股合计： 38,704,212,301 99.483146 198,164,103 0.509350 2,919,529 0.00750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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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6,662,389 99.813296 55,044,849 0.176682 3,122,438 0.010022

H股 5,937,007,907 76.601945 1,813,204,344 23.394778 254,006 0.003277

普通股合计： 37,033,670,296 95.189278 1,868,249,193 4.802043 3,376,444 0.008679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49,804,827 99.983871 1,902,411 0.006107 3,122,438 0.010022

H股 7,529,763,470 97.152393 220,448,781 2.844330 254,006 0.003277

普通股合计： 38,679,568,297 99.419802 222,351,192 0.571519 3,376,444 0.00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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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朱鹤新先生为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215,014,914 99.959995 886,468 0.040005 -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普通股股份总

数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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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相关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