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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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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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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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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31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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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1日

至2022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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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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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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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2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7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8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9.00 关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9.01 选举郭军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2 选举梁邦海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3 选举王欣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4 选举李勇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5 选举陈永健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6 选举胡军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7 选举杜岩岫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8 选举范德尧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9.09 选举雎国余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10 选举廖志生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11 选举冯仑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12 选举梁永明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13 选举李晓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0 关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0.01 选举李富国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10.02 选举尹振涛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10.03 选举钟鸿钧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10.04 选举廖貅武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1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第六届董事会授权的方案 √

1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的报告事项如下：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

五次会议以及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已分别于2022年3月18

日、4月13日和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各议案的具体内容将在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中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5、6、7、8、9、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加拿大丰业银行、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西安经发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

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西安浐灞生态区管

理委员会、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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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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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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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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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28 西安银行 2022/5/20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手续

1、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效

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

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

手续。

2、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会议登记时间

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

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三）会议登记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9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 应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

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 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本条规定的登记文

件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9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75

联 系 人：李先生、李女士

联系电话：029-88992095、029-88992080

传 真：029-88992333

（二）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股东账户

卡、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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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2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7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8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9.00 关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9.01 选举郭军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2 选举梁邦海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3 选举王欣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4 选举李勇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5 选举陈永健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6 选举胡军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7 选举杜岩岫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8 选举范德尧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9.09 选举雎国余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10 选举廖志生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11 选举冯仑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12 选举梁永明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13 选举李晓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0 关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1 选举李富国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10.02 选举尹振涛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10.03 选举钟鸿钧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10.04 选举廖貅武先生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1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第六届董事会授权的方案

1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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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2022-026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2022年5月9日下午15:00-16: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中国基金报机会宝采用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西部矿业2021年

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2

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披露了 《西部矿业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详见临时公告2022-024号）。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5月9日，公司董事长王海丰先生，副董事长、总裁梁彦波先生，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陈斌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马明德先生及独立董事童成录

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公司就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利润分配方案

及市值管理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投资者

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答整理如下：

1.�公司收购的锂资源公司工商变更啥时候能完成？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锂资源公司的工商变更工作已于2022年4月28日完

成。

2.�大股东什么时候增持？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如有相关增持计划，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上市十几年了，还在发行价以下，董事长有何看法？ 会不会采取行

动，回报长期投资者。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股价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关金属产品的市场价格

波动难以准确预测，可能影响公司业绩。 公司管理层始终重视对于投资者的合

理回报，上市以来，除2018年外，公司每年都进行现金分红，同时，管理层狠抓

经营，降本增效，不断淘汰落后产能亦是对广大投资者的回报。

4.�公司负债率一直很高，每年的利息都在十亿元左右，却高价收购车位，

为什么不去降低负债？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67.22%下降为年末的

63.41%，本年度公司将持续降低债务规模，减少财务费用支出，进一步优化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

5.� 4月以来，美元大幅度升值，这对公司进口铜精粉是否构成较大利空？同

时美元升值，也可能造成铜、锌等有色金属价格下跌，这是否严重影响公司业

绩？ 贵公司对此有何措施，来降低此风险？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没有进口铜精矿业务，因此不会造成重大利空。

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一方面公司将通过组织

生产，保证完成年度生产任务和各项经营指标，另一方面将通过套期保值业务

对冶炼单位原料及产品进行保值，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6.�（1）2021年锂资源碳酸锂实际产量和销售量；（2）一季度锂资源公司

碳酸锂产量，销售量，净利润；（3）锂资源公司2022年的扩建计划和动工时间。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锂资源公司2021年产量10,225吨，2022年预算产量

是12,000吨。 锂资源公司2022年一季度产量1,971吨，销量2,025吨，净利润

34,073万元。锂资源公司将根据建设规化在2022年至2023年扩建1万吨，达到

3万吨产能。

7.�今年一季度业绩没有预估好，为什么？ 是否因工业电价上涨，锌、铅、铜

等冶炼包括毛利率下降， 冶炼板块出现亏损？ 另外2022年公司是否有意压减

锌、铅开采量？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一季度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均完成了公司预计指

标，一季度受假期等影响，各项指标均低于其他季度。 2022年公司根据各矿山

三级矿量的情况，安排了铅锌产量，不存在有意压减情况。

8.�王董事长好，公司各位领导好，首先公司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 当前公

司的玉龙铜矿接近满产，锂资源也有初步布局，请教一下后续公司进一步增长

的规划布局，对资源品种的选择以及对规模的考虑。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继续围绕资源这条主线，按照“做强矿山主业、

做精冶炼产业、做优盐湖资源” 的战略目标，形成发展板块清晰、分工更加明

确、结构更加合理的产业布局。 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采选冶一体化发展和多矿种

开发，发展电解铜、电解铅、锌锭冶炼及镍、铁、金、银综合开发多元化产业，将

公司建设成为国内有色金属行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一流企业。

9.�上半年是否会有呆坏账的大额计提？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按照目前的有色金属价格行情，预计不会计提大额的

减值准备。

10.�公司股价今年以来持续下挫，已跌了20%左右，公司有没有考虑回购

股份，或大股东进行增持，或董监高管理层买入自己公司股份，以提升投资人

信心？ 另外，贵公司冶炼工厂有没有安排设备停产检修，如有，时间大概是？ 还

有今年以来冶炼加工费持续上涨，这是否改善冶炼公司的盈利状况？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管理层非常重视市值管理，也将这一工作列为公

司的重点工作，我们也将积极制定诸如大股东增持股份、高管持股等方案，随

着市值管理工作的推进，以上方案也将适时开展。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通过提

高现金分红金额、举办路演、投资策略会，加强与媒体、机构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等多种措施稳定市值，维护投资者利益。 另外，公司的冶炼单位均有设备停产

检修计划，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开展检修工作。 今年以来冶炼加工空间的

上涨，对公司冶炼单位的盈利有积极的影响。

11.� 2022年预计公司新增铜开采量多少万吨？铁矿石新增多少万吨？新增

镍多少吨？ 新增金、银多少吨？ 新增镁多少吨？ 新增五氧化二钒多少吨？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2年计划生产铜金属量148,394吨；铁精粉量

1,908,165�吨；镍金属量2,054吨；金锭2,300千克；银锭200,000千克；高纯

氢氧化镁原粉126,000吨；高纯氧化镁40,000吨；偏钒酸铵1,466吨。

12. � 贵公司2007.07.12日IPO发行价13.48元， 挂牌第一天的开盘价为

33.60元，历史上股价最高价67.10元；2021年每股收益1.23元，今天的收盘价为

11.34元，上市15周年了，如今股价如此大幅度缩水，股价跌与业绩创上市以来

历史上最好的每股收益严重不相匹配、大股东又高溢价卖资产给上市公司，董

事长您如何看股价为何如此低迷？ 大股东现在很有大把大把的银子，为什么不

立即准备增持上市公司的股票？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管理层非常重视市值管理，也将这一工作列为公

司的重点工作，我们也将积极制定诸如大股东增持股份、高管持股等方案，随

着市值管理工作的推进，以上方案也将适时开展。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通过提

高现金分红金额、举办路演、投资策略会，加强与媒体、机构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等多种措施稳定市值，维护投资者利益。

13.�请问 1、2022年1季度锂资源公司产电池级碳酸锂多少吨？ 2、锂资源

2022年1季度营业收入及利润是分别是多少？ 2021及2022年1季度合计应并入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是多少，在什么时候并入上市公司报表？ 如今已完成工商登

记，1季度报表什么时候可以发布？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锂资源公司2022年一季度产量1,971吨，净利润34,

073万元。 锂资源公司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

法核算，投资收益按持股比例确认应享有锂资源公司盈利份额，不合并财务报

告。

14.�刚收购的锂资源公司2022年预计多少利润？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锂资源公司2022年度生产计划，预计2022年实现

利润总额约27.4亿元，实现净利润23.29亿元。

15.�公司有锂资源（团结湖），有提锂的技术，有资金。 为什么不自己投资

建设一个控股的盐湖提锂公司？ 而非要用30多个亿，从大股东手上购买27%的

股权，花这么多钱，不是控股，而是参股？ 再说，如果团结湖的锂资源不够，公司

为什么不去收购盐湖锂资源？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于2021年收购了西矿集团持有的青海西部镁业

有限公司91.40%股权，实现了由金属矿产向盐湖资源开发领域拓展的跨越，西

部镁业利用盐湖卤水制取高纯氢氧化镁、高纯氧化镁及高纯镁砂等产品，同时

拥有两项盐湖卤水提锂专利技术，为开拓青海省内盐湖资源奠定了基础。 而本

次公司参股锂资源公司股权将是公司实现盐湖提镁、提锂产业协同，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融入青海省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战略发展

的重要一步。 未来不排除继续向盐湖产业领域延伸的可能性，如有，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6.�请问公司对2022年全年的锂矿行业的发展如何展望？ 公司对未来3年

自身业绩如何展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从世界能源结构调整趋势来看，新能源、绿色能源占

比将持续增高，从国家产业环保政策以及目前新能源市场发展态势来看，全球

范围内对于碳酸锂等新能源材料的市场需求将越来越大， 锂资源作为青海省

优势资源、稀缺资源，未来市场价值将持续稳定增长。

17.�请问公司是否还有潜在的盐湖资产，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规

划中公司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将继续积极融入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建设，做

好现有提锂、提镁的产业协同。

18.�未来在碳酸锂方面的规划如何？未来扩产的规划是自建产能还是继续

外延收购？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根据锂资源公司建设规划， 未来扩产至3万吨/年产

能，是锂资源公司自建产能。

19.� 碳酸锂市场价格40万以上一吨，一季度销量2000吨，销售价格是多

少?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锂资源公司的碳酸锂销售价格均以上海有色网公布

的价格作为定价基础，每月一定价，参照月均价结算。

20.�请问公司目前作为锂资源公司的二股东，无法主导锂资源公司的经营

管理及发展，后期有进一步收购其股份计划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未来如有对锂资源公司的进一步股权收购计划，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您关注。

21.�公司2021及2022年1季度盈利丰厚，但赚钱的现金一转手全部进了大

股东的口袋，二级市场股民亏损一塌糊涂，严重影响公司的声誉及形象，管理

层是否注意这个问题，如何改善？

尊重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1年度和2022年一季度的业绩良好，但是股价

表现不佳。 公司管理层非常重视，也将这一工作列为公司的重点工作，我们也

将积极制定诸如大股东增持股份、高管持股等方案，并将适时开展。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通过提高现金分红的金额、举办路演、投资策略会，加强与媒体、机构

投资者的沟通交流等多种措施稳定市值，维护投资者利益。 同时，管理层将继

续狠抓经营，降本增效，不断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盈

利能力，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或 中 国 基 金 报 机 会 宝（https://m.

jhbshow.com/）。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

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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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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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补助金额： 自2021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2,241.21万元。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均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自2021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累计

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2,241.21万元， 占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6.54%。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

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补助

金额

1 2021/5/19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72.39

2 2021/6/22

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

企业研究开发资助

《关于下达深圳市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资助资金的通知》（深

科技创新计字〔2021〕7240号）

收益相关 58.40

3 2021/6/23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34.05

4 2021/7/20

泉州市丰泽

区财政局

两化融合（工业数

字经济）市级专项

补助资金

《2021年两化融合（工业数字经济）市级专项补助资金》（泉财

指标〔2021〕493号）

收益相关 50.00

5 2021/8/11

福州市鼓楼

区财政局

企业研发经费补助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2020年度企

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榕科〔2020〕93

号）

收益相关 188.75

6 2021/9/26

泉州市科学

技术局

人才补助 《福建省“创业之星”“创新之星”人才遴选和支持办法》 收益相关 90.00

7 2021/9/27

福州市鼓楼

区劳动服务

公司

职工失业保险基金

《关于2021年春节期间连续生产企业稳就业奖补的实施办法》、

《关于支持春节期间共享用工以及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老员

工为加强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障的实施办法》（榕人社就

〔2021〕21号）

收益相关 205.88

8 2021/9/28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33.89

9 2021/9/29

深圳市福田

区企业发展

服务中心

科技创新补贴

《2021年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创局分项第二批拟支持企

业及项目的公示》

收益相关 30.00

10 2021/10/13

泉州市丰泽

区财政局

新型研发机构奖金

资金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一次性奖励（市属单位）的通知》

收益相关 50.00

11 2021/10/31

泉州市丰泽

区财政局

企业研发投入奖励

资金

《2021年度科技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奖励资金通知》（泉财指标

[2021]769号）

收益相关 37.00

12 2021/11/2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39.96

13 2021/12/2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112.57

14 2021/12/22

泉州市丰泽

区财政局

企业研发经费补助

《2020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市级清算资金的通知》

（泉财指标〔2021〕936号）

收益相关 59.18

15 2021/12/22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49.07

16 2021/12/24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131.22

17 2022/1/29

泉州市丰泽

区财政局

两化融合（工业数

字经济）配套资金

《2021年两化融合（工业数字经济）市级专项补助资金》（泉财

指标〔2021〕493号）

收益相关 50.00

18 2022/2/9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33.63

19 2022/3/2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57.30

20 2022/3/3

泉州市丰泽

区财政局

企业研发经费补助

《2020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市级清算资金的通知》

（泉财指标〔2021〕936号）

收益相关 39.46

21 2022/3/9

福州市鼓楼

区财政局

2021年福建省数字

经济发展专项补助

资金

《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1年省数字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人工智能、5G等5个专项拟扶持项目的公示》

收益相关 300.00

22 2022/3/18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35.02

23 2022/3/29

待报解预算

收入

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收益相关 37.57

24 2022/4/27

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

企业研究开发资助

《关于下达科技计划资助项目的通知》（深科技创新计字

〔2022〕0368）

收益相关 51.29

25

2021/5/1-2022/4/

30

- 零星补助 零星补助 收益相关 394.58

合计 2,241.21

注：单项低于30万元的政府补助合并计入“零星补助” ，进行合并计算。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均计入

公司当期损益。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21年5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1,

528.20万元， 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均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对公司2021年度的损益影响金额为1,

528.2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

额为713.01万元，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对公司损益产生积极影响，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2年度

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289� � �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4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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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麓松路680号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4,889,70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4,889,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18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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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戴立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圣湘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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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10人，公司在任董事戴立忠、朱锦伟、喻霞林、彭铸、范旭、林亮、乔友林、沈建林、曹亚、方媛出席会议，贲

圣林因出差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在任监事谭寤出席会议，赵亚彬、周鑫因出差请假；

3、 董事会秘书彭铸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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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812,817 99.9624 11,150 0.0054 65,738 0.0322

2、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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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878,555 99.9945 11,150 0.0055 0 0.0000

3、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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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842,817 99.9771 11,150 0.0054 35,738 0.0175

4、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4,781,489 99.9471 11,150 0.0054 97,066 0.0475

5、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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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777,440 99.9452 11,150 0.0054 101,115 0.0494

6、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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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777,440 99.9452 11,150 0.0054 101,115 0.0494

7、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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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781,489 99.9471 11,150 0.0054 97,066 0.0475

8、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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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812,817 99.9624 11,150 0.0054 65,738 0.0322

9、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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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04,781,489 99.9471 42,478 0.0207 65,738 0.032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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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34,1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1,618,4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825,953 99.3930 11,150 0.607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472,999 97.6969 11,150 2.303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52,9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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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22,979,969 99.9515 11,150 0.0485 0 0.0000

4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2,882,903 99.5293 11,150 0.0484 97,066 0.4223

5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2,878,854 99.5117 11,150 0.0484 101,115 0.4399

9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22,882,903 99.5293 42,478 0.1847 65,738 0.28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2、3、4、5、6、7、9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2、4、5、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超律师、刘映晴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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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28� � � � � �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2022-026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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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22年4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22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运量（吨） 1,359,123 368,380 37.2% 4,647,549 239,144 5.4%

周转量（千吨海里） 8,089,829 2,709,635 50.4% 28,796,038 2,530,043 9.6%

营运率（％） 98.8 增加1.0个百分点 1.0% 96.8 减少1.5个百分点 -1.5%

航行率（％） 59.5 增加3.6个百分点 6.4% 56.7 减少0.7个百分点 -1.2%

载重量利用率（％） 45.3 增加2.2个百分点 5.1% 44.6 减少1.1个百分点 -2.4%

燃油单耗 (千克/千吨

海里）

2.84 -0.31 -9.8% 2.85 -0.24 -7.8%

二、各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22年4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22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多用途船 968,590 366,376 60.8% 2,991,145 148,573 5.2%

重吊船 120,245 -35,412 -22.8% 526,414 -113,607 -17.8%

半潜船 45,351 8,197 22.1% 159,378 24,423 18.1%

汽车船 30,056 -10,479 -25.9% 129,680 -7,646 -5.6%

木材船 80,774 23,302 40.5% 391,991 155,375 65.7%

沥青船 114,107 16,396 16.8% 448,941 32,026 7.7%

合计 1,359,123 368,380 37.2% 4,647,549 239,144 5.4%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5.载重量利用率:指报告期内船舶完成的换算周转量与其船舶吨位海里的比值；

6.燃油单耗:�指船舶在报告期内每船舶吨位海里所消耗的燃油数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

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

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

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

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002173� � � �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2-037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越孟保证向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昌

健投资”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岚创投资” ）、陈越孟三名股东计划以大宗

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3,252.384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7.17%。

公司于2022年5月9日收到昌健投资、岚创投资、陈越孟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截至2022

年5月9日，上述股东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在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间尚未减持

公司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5月9日，上述三名股东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上述股东在预披

露的减持计划期间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相关事项已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

3、上述减持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昌健投资、岚创投资、陈越孟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38�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2022-017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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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25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8日(星期三)至05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edaohainan@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

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及2022年一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25日上午 11:00-12:00举行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及2022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25日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晓晴或总经理冯彪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鹏

财务总监：符惠玲

独立董事：李力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25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8日(星期三)至05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edaohainan@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0898-66532987

邮箱：yedaohainan@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86� � � � � � � �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9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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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7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0日(星期二)至05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ynda@cynda.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17日上午 09:00-10:00通过

网络互动形式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

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7日上午 09:00-10:00

（二）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王现全先生、独立董事孙宗彬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门亮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江

广同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17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0日(星期二)至05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cynda@cynda.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韩恩娟

电话：0543-2328187

邮箱：cynda@cynda.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