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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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A座草滩会议中心贞观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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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1,95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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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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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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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7,422 99.9609 37,600 0.0021 671,577 0.0371

2、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4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377 0.0371

2.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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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08,222 99.9587 77,000 0.0042 671,377 0.0371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08,422 99.9587 76,800 0.0042 671,377 0.0371

2.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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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9,422 99.9610 35,600 0.0020 671,577 0.0371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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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9,4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377 0.0371

2.06�议案名称：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622 99.9610 35,600 0.0020 671,377 0.0371

2.07�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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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9,122 99.9610 36,100 0.0020 671,377 0.0371

2.08�议案名称：转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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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8,722 99.9609 36,300 0.0020 671,577 0.0371

2.09�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4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377 0.0371

2.10�议案名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4,122 99.9607 41,100 0.0023 671,377 0.0371

2.11�议案名称：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4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377 0.0371

2.12�议案名称：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022 99.9609 36,000 0.0020 671,577 0.0371

2.13�议案名称：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1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677 0.0371

2.14�议案名称：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622 99.9610 35,600 0.0020 671,377 0.0371

2.15�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4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377 0.0371

2.16�议案名称：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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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9,122 99.9610 35,900 0.0020 671,577 0.0371

2.17�议案名称：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1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677 0.0371

2.18�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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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9,322 99.9610 34,100 0.0019 673,177 0.0372

2.1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122 99.9610 35,800 0.0020 671,677 0.0371

2.2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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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8,722 99.9609 35,600 0.0020 672,277 0.037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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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47,122 99.9608 37,800 0.0021 671,677 0.037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249,322 99.9610 35,600 0.0020 671,677 0.0371

5、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0,769,222 99.9345 31,800 0.0018 1,155,577 0.063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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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031,269 99.8386 21,800 0.0012 2,903,530 0.16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2022年度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0,770,522 99.9345 30,500 0.0017 1,155,577 0.06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和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0,765,422 99.9343 35,600 0.0020 1,155,577 0.0638

9、议案名称：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0,765,222 99.9342 35,800 0.0020 1,155,577 0.0638

10、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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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92,334 99.8971 173,500 0.0096 1,690,765 0.0933

1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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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92,334 99.8971 173,500 0.0096 1,690,765 0.0933

1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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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82,834 99.8966 173,500 0.0096 1,700,265 0.0938

13、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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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92,834 99.8971 173,500 0.0096 1,690,265 0.0933

14、议案名称：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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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72,234 99.8960 183,500 0.0101 1,700,865 0.0939

1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0,733,922 99.9325 67,600 0.0037 1,155,077 0.0637

16、议案名称：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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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88,334 99.8969 177,500 0.0098 1,690,765 0.0933

1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8,062,442 98.1294 24,642,152 1.3600 9,252,005 0.5106

1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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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560,813 99.8678 268,886 0.0148 2,126,900 0.1174

1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8,480,468 99.8082 2,321,054 0.1281 1,155,077 0.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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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972,9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292,274,0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553,486,872 99.7796 67,600 0.0122 1,155,077 0.2082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61,686,024 99.5880 25,600 0.0097 1,056,977 0.4022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291,800,848 99.9520 42,000 0.0144 98,100 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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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

779,032,607 99.9090 37,600 0.0048 671,577 0.0861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779,034,6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377 0.0861

2.02 发行规模 778,993,407 99.9040 77,000 0.0099 671,377 0.0861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778,993,607 99.9040 76,800 0.0098 671,377 0.0861

2.04 债券期限 779,034,607 99.9093 35,600 0.0046 671,577 0.0861

2.05 债券利率 779,034,6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377 0.0861

2.06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779,034,807 99.9093 35,600 0.0046 671,377 0.0861

2.07 担保事项 779,034,307 99.9093 36,100 0.0046 671,377 0.0861

2.08 转股期限 779,033,907 99.9092 36,300 0.0047 671,577 0.0861

2.09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

整

779,034,6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377 0.0861

2.10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779,029,307 99.9086 41,100 0.0053 671,377 0.0861

2.11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779,034,6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377 0.0861

2.12 赎回条款 779,034,207 99.9093 36,000 0.0046 671,577 0.0861

2.13 回售条款 779,034,3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677 0.0861

2.14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

属

779,034,807 99.9093 35,600 0.0046 671,377 0.0861

2.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779,034,6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377 0.0861

2.16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

排

779,034,307 99.9093 35,900 0.0046 671,577 0.0861

2.17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

人会议

779,034,3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677 0.0861

2.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779,034,507 99.9093 34,100 0.0044 673,177 0.0863

2.19 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779,034,307 99.9093 35,800 0.0046 671,677 0.0861

2.20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779,033,907 99.9092 35,600 0.0046 672,277 0.0862

3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779,032,307 99.9090 37,800 0.0048 671,677 0.0861

4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779,034,507 99.9093 35,600 0.0046 671,677 0.0861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778,554,407 99.8477 31,800 0.0041 1,155,577 0.1482

7

关 于 公 司 2020 年 度

-2022年度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778,555,707 99.8479 30,500 0.0039 1,155,577 0.1482

8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和承诺的议案

778,550,607 99.8472 35,600 0.0046 1,155,577 0.1482

9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778,550,407 99.8472 35,800 0.0046 1,155,577 0.1482

1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预案

778,519,107 99.8432 67,600 0.0087 1,155,077 0.1481

16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777,873,519 99.7604 177,500 0.0228 1,690,765 0.2168

1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745,847,627 95.6532 24,642,152 3.1603 9,252,005 1.1865

18

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

事人员薪酬的议案

777,345,998 99.6927 268,886 0.0345 2,126,900 0.2728

备注：上表数据已剔除董监高持股数据。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2、3、4、6、8、9、1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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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都伟、刘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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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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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7日上午10时在湖南省株

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及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

6月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9名董事均以书面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

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

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

同意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十里冲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为

“茶陵县严塘镇十里冲年存栏3万头繁殖基地建设项目”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

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7,933.80万元 （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

准）向孙公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的相关事项

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将进行第一期解锁，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持有人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经

董事会确认，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2020年考核结果如下：

考核分数（S） S≧85 70≤S＜85 60≤S＜70 S＜60

解锁比例 100% 90% 80% 0%

人数（人） 76 6 20 9

根据考核结果， 第一期解锁的持股计划份额所涉标的股票数量=个人当期的目标解锁数量×解锁比例。 以上考核涉

及持有人为111人，涉及的解锁的股票数为1,878,471股，其中35名持有人因业绩考核未全部达标所取消收回的持股计划

份额，由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 ）在取消收回后将该对应的持股计划份额全部或部分转让

给其他符合本计划规定条件的参与人。

同时，因原参加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持有人职级变更、解除合同等原因，由管委会按照《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办理持股计划份额取消收回手续的持有人共12人，由管委会在取

消收回后将该对应的持股计划份额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其他符合本计划规定条件的参与人。

由管委会在取消收回后将上述对应的持股计划份额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其他符合本计划规定条件的参与人不超过71

人， 转让价格届时由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上述事项不涉及《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的变更，根据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

因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关联人，关联董事陶一山先生、陶业先生、郭拥华女士、孙双胜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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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6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湖南省株

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及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

6月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5名监事均以书面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

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名称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名称的事项。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

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

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7,

933.80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向孙公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

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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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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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7日召开，根据《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所议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未改变项目的其它内容，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同意《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

二、《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

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

投项目。

独立董事：江帆、余兴龙、张少球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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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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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唐人神”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同意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十里冲生猪

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茶陵县严塘镇十里冲年存栏3万头繁殖基地建设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3376号）核准，截至 2021年2�月 8日止，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49,999,926.8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513,969,928.41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2月8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2月8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1]5256号验证报告审验。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变更基本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800� 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进行

募集资金变更，将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合计 27,895.04�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

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十里冲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募投项目实际情况，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十里冲生猪养殖基地

建设项目”项目名称变更为“茶陵县严塘镇十里冲年存栏3万头繁殖基地建设项目” 。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仅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并未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未改变项目的其它

内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履行了必要的

法定程序，同意《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

募投项目名称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名称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名称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名称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其它内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名称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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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

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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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唐人神”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7,933.80万元（包含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向孙公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

实施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3376号）核准，截至 2021年2�月 8日止，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49,999,926.8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513,969,928.41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2月8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2月8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1]5256号验证报告审验。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变更基本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禄丰美神邓家湾存栏一万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禄丰美神平掌存栏 7,800� 头基础母猪苗猪项目” 进行

募集资金变更，将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合计 27,895.04�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

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十里冲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募

投项目实际情况，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十里冲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变更为

“茶陵县严塘镇十里冲年存栏3万头繁殖基地建设项目” 。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孙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

为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7,933.80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向孙公

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在上

述借款金额范围内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孙公司提供借款； 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3年， 本次借款为无息借

款，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借款管理工作。

四、借款人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4MA4T0NHP6N

3、住所：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下东街道办事处龙华科技园8号综合楼

4、法定代表人：龙伟华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2日

7、经营范围： 猪的饲养；种猪繁殖、销售；牲猪养殖、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加工及销

售；粮食及农副产品收购；果树种植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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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21,999,441.15元，负债总额为12,000,000.00元，净资产为9,999,441.15元。 2021

年3月实现收入0元，净利润-558.8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

等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

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为公司孙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

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提

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

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27,933.80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向孙公司茶陵龙华生态农牧有

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

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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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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猪销售情况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5月生猪销量12.52万头，同比上升137.6%，环比上升0.9%；销售

收入合计18,548万元，同比上升2%，环比下降19.2%。

2021年1-5月累计商品猪销量71.23万头，同比上升220.6%；销售收入137,053万元，同比上升80.2%。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2021年5月公司生猪销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稳步推进生猪全产业链发展战略，有序释放生猪产能。

三、风险提示

（一）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业务销售情况，不含饲料、肉品等业务情况。

（二）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不

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四、其他提示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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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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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亦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6月7日下午14:00—16:00召开；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7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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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699号博雅酒店碧波厅B厅。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于冰先生主持。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38）。

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0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834,621,9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78937%。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16人，代表股份数为809,726,544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4.14407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4,895,3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348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

8、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9、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表决结果如下：

1、表决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数831,740,3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54744%；反对股数2,564,3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307251%；弃权股数3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38005%。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569,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502855%；反对股数2,564,3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341638%； 弃权股数3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155508%。

2、表决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831,736,4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54282%；反对股数2,498,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299325%；弃权股数38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6392%。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565,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48883%；反对股数2,498,2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100664%； 弃权股数38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410506%。

3、表决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831,740,3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54744%；反对股数2,564,3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307251%；弃权股数3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38005%。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569,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502855%；反对股数2,564,3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341638%； 弃权股数3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155508%。

4、表决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831,740,4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54756%；反对股数2,494,3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298864%；弃权股数38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638%。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569,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503219%；反对股数2,494,3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086639%； 弃权股数38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410142%。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数832,053,4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92264%；反对股数2,568,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307713%；弃权股数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24%。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882,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0.643609%；反对股数2,568,2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355663%；弃权股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00729%。

6、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股数831,740,3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54744%；反对股数2,469,3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295869%；弃权股数4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9388%。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569,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502855%；反对股数2,469,3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95568%； 弃权股数41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501577%。

7、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832,057,3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92725%；反对股数2,539,4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304268%；弃权股数2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3007%。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886,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0.657634%；反对股数2,539,4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250931%； 弃权股数2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914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8、表决通过了《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831,647,9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43673%；反对股数2,871,2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344022%；弃权股数10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2305%。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477,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166256%；反对股数2,871,2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459624%； 弃权股数10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374119%。

9、表决通过了《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股数832,057,3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92725%；反对股数2,539,3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304256%；弃权股数2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3019%。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886,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0.657634%；反对股数2,539,3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250567%；弃权股数2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91799%。

10、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股数832,057,3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92725%；反对股数2,469,3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295869%；弃权股数9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1406%。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24,886,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0.657634%；反对股数2,469,3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995568%；弃权股数9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346798%。

股东大会同意补选李慧中先生为独立董事。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因李慧中先生已被股东大会选

举为独立董事，董事会同意补选李慧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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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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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二三四五”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RUIFENG� NEW� TECHNOLOGY� (HK)� LIMITED（以下简称“瑞丰新科技” ）对一家新加坡智能家居平台及智能生

活服务提供商HILIFE� INTERACTIVE� PTE.� LTD.（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增资800万新加坡元（以下简称“新元” ，

按照1新元折合4.8768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约3,901.44万元），增资完成后持有其25%的股权。瑞丰新科技本次增

资前，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韩猛先生持有标的公司20%的股权，韩猛先生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韩康持有标的公司

33%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公司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后，标的公司原股东HAN� KANG、HAN� MENG、

LI� JUN、YINCUBATOR� HL� PTE. � LTD. 为优化持股结构 ， 将其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调整为通过

ConnectCANHPte.Ltd.间接持有，上述股东穿透持有标的公司股份的比例未发生变化。

上述调整后，瑞丰新科技增资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一）：

No.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金额

（万新加坡元）

持股比例（%）

1 ConnectCANHPte.Ltd. 121.50 81.00

2 HILIFE�HOLDING�PTE.�LTD. 15.00 10.00

3 OUYANG�JING 6.75 4.50

4 JI�CHAO 6.75 4.50

合计 - 150.00 100.00

瑞丰新科技增资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二）：

No.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金额

（万新加坡元）

持股比例（%）

1 ConnectCANHPte.Ltd. 121.50 60.75

2 HILIFE�HOLDING�PTE.�LTD. 15.00 7.50

3 OUYANG�JING 6.75 3.38

4 JI�CHAO 6.75 3.38

5 RUIFENG�NEW�TECHNOLOGY�(HK)�LIMITED 50.00 25.00

合计 - 200.00 100.00

注：本公告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基于上述情况，由于瑞丰新科技向标的公司增资尚未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故瑞丰新科技于近日与标的公司现

有股东（即表二中的No.1-No.4）重新签署了《就HILIFE� INTERACTIVE� PTE.� LTD.新股的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增资协议》” ）。 此外，因标的公司目前持股比例较为集中，为进一步保障瑞丰新科技的权益，将原《增资协议》中的

条款变更如下：

变更前：“5.1公司股东会表决下列事项须经50%以上股东同意方可通过：

(a)选举和更换董事；

(b)�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c)�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d)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决议；及

(e)�对外担保、借款、贷款、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金额达到净资产50%及以上的。 ”

变更后：“5.1公司股东会表决下列事项须经75%以上股东同意方可通过：

(a)选举和更换董事；

(b)�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c)�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d)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决议；及

(e)�对外担保、借款、贷款、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金额达到净资产50%及以上的。 ”

除上述变更外，《增资协议》与原《增资协议》的其他内容一致。 标的公司将按照最新的《增资协

议》尽快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登记手续，公司将依法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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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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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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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6月25日14点20分（或紧随同日同地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后）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136号长荣桂冠酒店2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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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5日

至2021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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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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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批准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

案

√

2

批准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

3

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4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40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周子学博士。

√

5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40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ChiangShang-Yi （蒋尚

义）博士。

√

6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40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ZhaoHaijun（赵海军）博

士。

√

7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40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梁孟松博士。

√

8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36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高永岗博士。

√

9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36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Zhou�Meisheng（周梅

生）博士。

√

10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32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ZhangXin （张昕）先

生。

√

11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16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林新发先生。

√

12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

10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王永博士。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www.hkex.com.hk）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10、11、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11、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激励对象ZhangXin（张昕）先生、林新发先生、王永博士持有本公司港股股份，其本人

及其联系人需分别就议案10、11、12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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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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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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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81 中芯国际 2021/6/21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资料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A股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如有）；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委托人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如有）；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如

有）；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供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

章，附件1）及股票账户卡（如有）。

（二） 登记方法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的登记。

（1）现场登记：时间为2021年6月25日13:00至14:00，地点为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136号长荣桂冠酒店2楼

宴会厅。

（2）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1年6月24日（周四）15点前将上述登记资料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

事会事务办公室（地址见“六、其他事项” ）。

（三） 港股股东参会方法另见港股股东通函及相关公告文件。

六、 其他事项

（一） 如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之时仍需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配合防控疫情，以保障股东及与会人士的健康及安

全，同时为确保股东可行使其各自的股东权利，本公司提醒选择亲身出席大会的股东，务必遵守有关遏制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的政策及要求。 出发参与股东大会途中、于股东大会会场以及离开股东大会会场之时，请采取妥善个人防护措施。

抵达股东大会会场时，请遵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引，配合防控疫情的要求，其中包括办理出席人士登记手续、体温检查

及配戴口罩。

（二）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三）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18号

联系部门：中芯国际董事会事务办公室

邮编：201203

联系人：温捷涵、胡周美

电话：021-20812800

传真：021-50802868�转董事会事务办公室

邮箱：ir@smics.com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批准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2

批准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3

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40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周子学博士。

5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40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Chiang�Shang-Yi（蒋尚义）博士。

6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40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Zhao�Haijun（赵海军）博士。

7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40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梁孟松博士。

8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36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执行董事高永岗博士。

9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36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Zhou�Meisheng（周梅生）博士。

10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32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Zhang�Xin（张昕）先生。

11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16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林新发先生。

12

批准及确认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建议授出100,

000股限制性股票予本公司子公司董事王永博士。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