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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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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人名称：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鼎胜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胜进出口”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鼎胜进出口担保的金额为7,000.00

万元，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为鼎胜进出口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1,679.78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鼎胜进出口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公司为鼎胜进出口提供金额为人民币7,00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质

押。

（二） 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1年5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本次担保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

内，由公司董事长对该担保事项进行签批及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

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对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鼎胜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25日

注册资本：2,1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贤海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瓶窑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医用口罩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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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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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鼎胜进出口总资产为65,051.16万元，净资产2,704.47万

元，总负债62,346.69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208,166.89万元，净利润-1,470.1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鼎胜进出口向江苏银行融资担保事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最高担保额人民币7,00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为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鼎胜进出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

正常开展，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鼎胜进出口的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目前鼎

胜进出口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

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249,347.73万元，其中，公司及

子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249,347.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65%。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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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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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1亿元，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500.00万元， 使用公开发行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8,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

●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在保障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34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6,5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3.54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88,01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897.7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80,112.30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

健”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98号”《验资

报告》。

公司已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润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京口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为125,

400万元，每张面值100元，共计1,254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期限6年。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124,459.06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9年4月16日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82号），经其审

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润州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投入进度（%）

1

年产5万吨动力电池电

极用铝合金箔项目

61,063.81 61,063.81 45,249.79 74.10

2 偿还银行贷款 40,000.00 19,048.49 19,059.46 100.00

合计 101,063.81 80,112.30 64,309.25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尚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总额为0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投入进度（%）

1

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

造升级项目

45,983.63 41,300.00 8,608.71 20.84

2

年产6万吨铝合金车身

板产业化建设项目

58,730.84 54,100.00 1,994.51 3.69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9,059.06 29,059.06 100.00

合计 134,714.47 124,459.06 39,662.28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尚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总额为0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决定使

用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2,500.00万元， 使用公开发行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8,500.00万元，使

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公司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公司将严

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

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

进度。 同时，公司将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日常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的交易。

四、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1、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

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500.00万元，使用公开发行可转债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8,50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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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使用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500.00万元，使用公开发行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8,50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有利

于节约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

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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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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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外运大厦B座11层1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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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30,243,41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231,412,96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98,83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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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73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17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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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关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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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7人，董事长李关鹏先生，非执行董事熊贤良先生、江舰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王泰文先生、孟焰先生、

宋海清先生及李倩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董事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范肇平先生、毛征女士及王生云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监事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李世础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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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919,241 99.9883 322,122 0.0076 171,600 0.0041

H股 1,190,072,856 99.2695 3,304,000 0.2756 5,453,600 0.4549

普通股合计： 5,420,992,097 99.8296 3,626,122 0.0668 5,625,200 0.1036

2、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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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919,241 99.9883 322,122 0.0076 171,600 0.0041

H股 1,190,072,856 99.2695 3,304,000 0.2756 5,453,600 0.4549

普通股合计： 5,420,992,097 99.8296 3,626,122 0.0668 5,625,200 0.1036

3、 议案名称：关于听取2020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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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017,141 99.9906 224,222 0.0052 171,600 0.0042

H股 1,190,072,856 99.2695 3,304,000 0.2756 5,453,600 0.4549

普通股合计： 5,421,089,997 99.8314 3,528,222 0.0650 5,625,200 0.1036

4、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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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017,141 99.9906 224,222 0.0052 171,600 0.0042

H股 1,190,072,856 99.2695 3,304,000 0.2756 5,453,600 0.4549

普通股合计： 5,421,089,997 99.8314 3,528,222 0.0650 5,625,200 0.103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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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017,141 99.9906 224,222 0.0052 171,600 0.0042

H股 1,190,072,856 99.2695 3,304,000 0.2756 5,453,600 0.4549

普通股合计： 5,421,089,997 99.8314 3,528,222 0.0650 5,625,200 0.1036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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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182,041 99.9945 230,922 0.0055 0 0.0000

H股 1,198,830,4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30,012,497 99.9957 230,922 0.004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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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166,941 99.9941 246,022 0.0059 0 0.0000

H股 1,194,110,456 99.6063 4,720,000 0.393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25,277,397 99.9085 4,966,022 0.091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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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188,741 99.9947 224,222 0.0053 0 0.0000

H股 1,194,870,456 99.6697 3,960,000 0.330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26,059,197 99.9229 4,184,222 0.077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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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090,841 99.9923 322,122 0.0077 0 0.0000

H股 1,193,904,456 99.5891 4,926,000 0.41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24,995,297 99.9034 5,248,122 0.096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续保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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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8,765,159 99.9374 2,476,204 0.0585 171,600 0.0041

H股 1,175,922,856 98.0892 17,454,000 1.4559 5,453,600 0.4549

普通股合计： 5,404,688,015 99.5294 19,930,204 0.3670 5,625,200 0.1036

1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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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188,741 99.9947 224,222 0.0053 0 0.0000

H股 1,198,830,4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30,019,197 99.9959 224,222 0.004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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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188,741 99.9947 224,222 0.0053 0 0.0000

H股 1,197,208,456 99.8647 1,622,000 0.135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28,397,197 99.9660 1,846,222 0.034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配发、处理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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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742,957 97.3136 113,670,006 2.6864 0 0.0000

H股 376,042,360 31.3674 822,788,096 68.632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93,785,317 82.7548 936,458,102 17.2452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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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285,841 99.9733 1,127,122 0.0267 0 0.0000

H股 1,189,920,456 99.2568 8,910,000 0.743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20,206,297 99.8152 10,037,122 0.1848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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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188,741 99.9947 224,222 0.0053 0 0.0000

H股 1,198,830,4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430,019,197 99.9959 224,222 0.0041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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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6,642,838 97.5239 73,874,365 1.7458 30,895,760 0.7303

H股 580,029,557 48.3830 618,800,899 51.617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06,672,395 86.6752 692,675,264 12.7559 30,895,760 0.569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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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关于选举李关鹏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5,342,371,063 98.3818 是

17.02 关于选举宋嵘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4,779,523,657 88.0167 是

17.03 关于选举宋德星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378,198,111 99.0416 是

17.04 关于选举刘威武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303,546,824 97.6668 是

17.05 关于选举熊贤良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364,953,882 98.7977 是

17.06 关于选举江舰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389,773,412 99.2547 是

17.07 关于选举许克威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4,249,072,168 78.2483 是

18、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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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关于选举王泰文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5,276,845,036 97.1751 是

18.02

关于选举孟焰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5,344,471,846 98.4205 是

18.03

关于选举宋海清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5,416,978,521 99.7557 是

18.04

关于选举李倩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5,416,978,521 99.7557 是

19、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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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关于选举刘英杰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5,381,464,472 99.1017 是

19.02 关于选举周放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5,381,464,472 99.1017 是

19.03 关于选举范肇平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5,386,414,472 99.1929 是

(三)�现金分红A股分段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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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813,6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8,353,302 99.8448 246,022 0.1552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0,030,351 99.9783 26,022 0.021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8,322,951 99.4292 220,000 0.5708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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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158,105,602 99.6886 322,122 0.2031 171,600 0.1083

2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158,105,602 99.6886 322,122 0.2031 171,600 0.1083

3

关于听取2020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

述职报告的议案

158,203,502 99.7504 224,222 0.1413 171,600 0.1083

4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58,203,502 99.7504 224,222 0.1413 171,600 0.1083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158,203,502 99.7504 224,222 0.1413 171,600 0.1083

6 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158,368,402 99.8543 230,922 0.1457 0 0.0000

7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58,353,302 99.8448 246,022 0.1552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

案

158,375,102 99.8586 224,222 0.1414 0 0.0000

9 关于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58,277,202 99.7968 322,122 0.2032 0 0.0000

10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险续保方案的议案

155,951,520 98.3305

2,476,

204

1.5612 171,600 0.1083

11 关于调整经营范围的议案 158,375,102 99.8586 224,222 0.1414 0 0.0000

1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58,375,102 99.8586 224,222 0.1414 0 0.0000

13

关于申请发行、配发、处理股份的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44,929,318 28.3288

113,670,

006

71.6712 0 0.0000

14

关于申请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57,472,202 99.2893

1,127,

122

0.7107 0 0.0000

15

关于申请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授权

的议案

158,375,102 99.8586 224,222 0.1414 0 0.0000

16 关于2021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53,829,199 33.9403

73,874,

365

46.5792

30,895,

760

19.4805

17.01

关于选举李关鹏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的议案

155,920,925 98.3112

17.02

关于选举宋嵘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

议案

138,858,808 87.5532

17.03

关于选举宋德星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55,287,558 97.9118

17.04

关于选举刘威武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47,059,625 92.7239

17.05

关于选举熊贤良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48,428,158 93.5868

17.06

关于选举江舰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155,897,858 98.2966

17.07

关于选举许克威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34,016,459 21.4480

18.01

关于选举王泰文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141,603,162 89.2835

18.02

关于选举孟焰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153,759,538 96.9484

18.03

关于选举宋海清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156,278,426 98.5366

18.04

关于选举李倩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156,278,426 98.5366

19.01

关于选举刘英杰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

案

157,447,877 99.2739

19.02

关于选举周放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

案

157,447,877 99.2739

19.03

关于选举范肇平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

案

157,447,877 99.2739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16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7-19为累积投票议案，子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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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朱冰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外运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1598�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外运 公告编号：临2021-020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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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六)�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0日

(七)�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外运大厦B座11层1号会议室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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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31,412,96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5076

2、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9,792,456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9373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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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关鹏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4、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7人，董事长李关鹏先生，非执行董事熊贤良先生、江舰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王泰文先生、孟焰先生、

宋海清先生及李倩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董事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5、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范肇平先生、毛征女士及王生云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监事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6、 董事会秘书李世础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六、 议案审议情况

（一）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20、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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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9,312,059 99.9503 2,100,904 0.0497 0 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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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925,177,558 77.1115 274,614,898 22.8885 0 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七、 律师见证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朱冰倩

4、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八、 备查文件目录

3、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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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获

得回购H股一般性授权通知债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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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董事会根据

需求和市场情况，在符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股东大会通过该授权

之日公司已发行H股总数10%的H股股份。 该一般性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列三项最早者之期间：（1）本公司

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2）通过回购授权议案后12个月期间届满时；或（3）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

修订本决议案时。

如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依法注销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未于指

定期限按上述方式向公司申报债权的，将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放弃债权申报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有关债权仍将由公司按原约

定的时间和方式清偿。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公司主张清偿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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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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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外运大厦B座

收件人：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刘月园

邮政编码：100029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10-52296519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010-52295720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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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毛征女士、王生云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监事会由刘英杰先生、周放生先生、范肇平先生、毛征女士、王生云先生五名监事共同组成。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

毛征，1966年出生，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毛女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经济信息管理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其

后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院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1994年9月至2005年2月，毛女士担任德勤咨询（浦

东）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咨询经理。 随后加入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5年2月至2009年6月担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

理，于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先后担任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设备运输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于2011年6月至2015年8

月担任本公司能源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于2015年8月至2018年3月担任本公司合同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

毛女士担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委组织部副主任，其中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毛女士还担任本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任。

2019年12月起，毛女士担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顾问。 2019年3月，毛女士获委任为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王生云，1964年出生。 王先生于1984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并获得电子信息科学类学士学位；其后于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并获得电子信息科学类硕士学位；于1996年毕业于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院，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7年7

月至1997年5月，王先生先后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科员、中国物资信息中心（更名为现在的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科

员、国家人事部信息中心主任科员和综合计划司助理调研员。 王先生于1997年6月至1999年5月担任英国国家电力公司北京代表处高

级业务经理，于1999年6月至2004年1月担任北京合力金桥系统集成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副总经理，于2004年2月至2004年12月担

任北京中企龙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代理总经理。 2005年4月至2006年9月，王先生担任正大集团中国区总部助理副总裁。 2006年10月

至2019年4月，王先生先后担任本公司信息管理部总经理、科技创新部总经理。 2019年4月至今王先生担任本公司创新研发部资深总

监。 2020年9月，王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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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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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债券类融资工

具的授权的议案》，同意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及相关授权事项。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拟发行不超过40亿元的中期票据，并已获得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486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中期票据发行获得注册的公告》。

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完成了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以下简称“本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21中外运MTN001，债券代

码：102101041。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3.50%。

公司本期中期票据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发行情况可登录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查询。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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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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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 2021年6月10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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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3层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熊为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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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9人，代表股份844,437,079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74.2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42,170,5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0496%；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2,266,5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9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敬

成先生及王羽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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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具体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844,045,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6％；反对391,9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4％；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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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5,3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74％； 反对

391,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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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提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0� �补选吴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844,011,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6％；反对425,9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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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3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237％； 反对

425,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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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丁敬成、王羽

3.结论性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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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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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6月5

日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6月10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6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9名。本次

会议由副董事长熊为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吴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治理需要以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同意选举吴城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李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吴城先生个人简历

吴城，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85年出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GFD金融博士课程在

读。 吴城先生现任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兰州大学理

事会理事、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经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博先生个人简历

李博，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9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数学

专业、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运筹学与风险分析专业， 曾任职于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

部，现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李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经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68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1-049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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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吴城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的

工商登记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吴城先生个人简历

吴 城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85年出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GFD金融博士课程

在读。 吴城先生现任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兰州大学

理事会理事、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经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68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1-050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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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方燕女士的辞职报

告。 方燕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卸任后仍在公司任职。 公司及董事会对于

方燕女士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博先生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

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19号楼

电话：010-57090086

传真：010-57090060

电子邮箱：libo@gcky0688.com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李博先生个人简历

李博，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9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数学

专业、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运筹学与风险分析专业， 曾任职于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

部，现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李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经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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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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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4月23日、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2021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335995323

名称：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励民

注册资本：肆亿壹仟陆佰捌拾万柒仟圆整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5日

营业期限：2001年11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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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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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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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曹立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8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该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有的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曹立峰先生拟自2021年4月27日起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截至2021

年6月10日，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曹立峰已减持股份为0股，目前其持有公司股份3,681,6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8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曹立峰 5%以下股东 3,681,600 1.84%

IPO前取得：1,472,640股

其他方式取得：2,208,9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曹立峰 0 0%

2021/4/27～

2021/7/26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3,681,600 1.84%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1、股东曹立峰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

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2、 股东曹立峰先生在减持公司股份期间， 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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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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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48）。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2）， 于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4）。 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

案》，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期限延长至2021年6月9日，回购用途变更为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告编号：2020-071），

具体内容可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决定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推进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增强市场信心，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

（二）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 回购股份的期限

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21年6月9日止。

（五）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年内未能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

所回购的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启动相关的审议程序。

（六）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5.64元/股。

（七）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一） 2019年7月24日，公司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并于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二） 2021年6月9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0,433,0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回购最低价格为8.57元/

股，回购最高价格为12.24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1,158,836.44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预案中的

回购金额下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三）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本次股份回购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

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19年6月11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内容详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8）。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2,034,776 0.39 0 0

无限售股份 524,649,696 99.61 580,360,523 100

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0 0 10,433,055 1.77

总股本 526,684,472 100 590,793,578 100

注：2019年10月28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不符合解锁条件的15名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196,56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7.8193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告编号：

2019-103）。 2019年12月2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7日注销上述

回购股份，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526,487,912元，股本总数为526,487,912股（公告编号：2019-116）。

2020年3月25日公司发行的“南威转债”（债券代码：11354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摘牌，累计面值人民币651,587,000元“南

威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占“南威转债”发行总额的98.73%；累计转股数量为64,320,666股，占“南威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总

数的12.22%，公司总股本增至590,808,578股（公告编号：2020-035）。

2020年4月28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完成对不符合解锁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合

计持有的15,000股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减至590,793,578股（公告编号：2020-057）。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0,433,0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全部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发布回购股份实施结果公告后3年内用于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