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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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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具体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

栋3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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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1,87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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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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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姚培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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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及工作原因影响，其中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因疫情及工作原因影响，其中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因疫情影响，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

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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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98,572 99.9406 728,600 0.0555 49,700 0.003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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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俞其兵 1,299,994,983 99.0942 是

2.02 张柏忠 1,306,076,299 99.5578 是

2.03 姚培武 1,298,251,579 98.9613 是

2.04 张国明 1,308,386,781 99.7339 是

2.05 候英兰 1,308,371,787 99.7328 是

2.06 何文进 1,308,185,683 99.7186 是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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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郜卓 1,308,124,132 99.7139 是

3.02 包新民 1,308,609,280 99.7509 是

3.03 胡家斌 1,308,632,380 99.7526 是

独立董事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已经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胡家斌先生尚未取得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已出具书面承诺将积极报名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

训，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4.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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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郑钢 1,308,661,579 99.7549 是

4.02 陈锋平 1,303,027,740 99.325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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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187,429,671 99.5865 728,600 0.3871 49,700 0.0264

2.01 俞其兵 176,326,082 93.6868

2.02 张柏忠 182,407,398 96.9180

2.03 姚培武 174,582,678 92.7605

2.04 张国明 184,717,880 98.1456

2.05 候英兰 184,702,886 98.1377

2.06 何文进 184,516,782 98.0388

3.01 郜卓 184,455,231 98.0061

3.02 包新民 184,940,379 98.2638

3.03 胡家斌 184,963,479 98.2761

4.01 郑钢 184,992,678 98.2916

4.02 陈锋平 179,358,839 95.29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2、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情况：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晶晶、欧铭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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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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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0日（星

期二）下午16:00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9名,本次会议实际参加会议

表决的董事9名。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为确

保本届董事会尽快投入工作，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决定于2022年5月10日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结束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豁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

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送达。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推举，由董事何文进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并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经全体董事审

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全体董事提议，同意推选何文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5月9日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董事会对届满离任的董事凌根略先生、郑立新先生、林楚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重要

贡献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对届满离任的姚培武先生在任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发展及董事会

规范运作所做出的辛勤努力和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成立，公司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四个专业委员会，并同意选举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和推选主任委员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9人，分别为：何文进、张柏忠、俞其兵、姚培武、张国明、候英

兰、郜卓、包新民、胡家斌。 同意推选何文进先生担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截止至

2025年5月9日。

2、提名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5人，分别为：胡家斌、何文进、张柏忠、郜卓、包新民。同意推选胡家斌

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

9日。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5人，分别为：包新民、何文进、张柏忠、郜卓、胡家斌。同意推选

包新民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截止至

2025年5月9日。

4、审计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5人，分别为：郜卓、何文进、俞其兵、包新民、胡家斌。同意推选郜卓先

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

9日。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推荐，同意聘任张柏忠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9日）。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凌根略、周军、杨立君、左川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9日）。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张国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9日）。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姚培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9日）。

姚培武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姚培武先生

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及公司实际需要，同意聘任文俊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2025年5月9日）。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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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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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7:00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

到会监事三名。公司已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非职工代表监事的选

举和监事会换届。 为确保新一届监事会尽快投入工作，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决定于2022年5月10日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豁免时

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共同推举，由监事郑钢先生主持，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监事会实际工作需要，经全体监事一致提议，同意推选

郑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从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5月9日监事会届满

止）。

郑钢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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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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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已于同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及《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何文进先生；

2、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俞其兵先生、张柏忠先生、姚培武先生、张国明先生、候英兰女士，以及独

立董事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胡家斌先生。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9人，分别为：何文进先生、俞其兵先生、张柏忠先生、姚培武先

生、张国明先生、候英兰女士、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胡家斌先生。何文进先生担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

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5人，分别为：胡家斌先生、何文进先生、张柏忠先生、郜卓先生、包新

民先生。 胡家斌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5人，分别为：包新民先生、何文进先生、张柏忠先生、郜卓先

生、胡家斌先生。 包新民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5人，分别为：郜卓先生、何文进先生、俞其兵先生、包新民先生、胡家

斌先生。 郜卓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郑钢先生；

2、监事会成员：非职工代表监事郑钢先生、陈锋平先生及职工代表监事王立勇先生。

三、 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裁：张柏忠先生；

2、财务总监：张国明先生；

3、副总裁：凌根略先生、周军先生、杨立君先生、左川先生；

4、董事会秘书：姚培武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文俊宇先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第五届董监高人员简历

1、公司副总裁简历：

（1）凌根略，男,1980年9月生，大学本科，历任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南玻

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南玻集团工程玻璃事业部副总裁；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助理总裁、副总裁；公司董事兼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2）周军，男，1971年9月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历任原株洲玻璃厂技术员、班长；中国南玻集团二

级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兼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长兴旗滨玻璃有限

玻璃总经理、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现任公司副总

裁。

（3）杨立君，男，1959年1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哈尔滨玻璃厂副厂长；中国南玻集团

二级公司总经理；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株洲旗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4）左川，男，1982年4月生，悉尼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律师，澳洲

注册会计师（CPA� Australia），曼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CIMA）。 历

任华为公司英国全球内审能力中心总监、集团内审质量运营部部长、集团内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美洲

内审部助理总监、亚太内审部部长；2022年4月加入旗滨集团。

2、其他董监高人员简历。 上述其他被选举及聘任的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6日、

2022年4月2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5、2022-058、202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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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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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NW-09楼5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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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517,8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51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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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60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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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刚先生主持；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董铭彦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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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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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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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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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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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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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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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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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0,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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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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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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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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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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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7,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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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6,3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2,599,9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671,5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6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669,85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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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的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 〈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6,624,0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9,412,6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1、13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8、议案10、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8：李刚、胡维、梅嘉欣、苏州昶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方本（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淑英、林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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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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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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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2年5月1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2年5月1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线上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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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560,992,2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4417%。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373,380,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5.585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人，代表股份187,612,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60%；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

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下同）共14人，代表股份2,05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0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83,344 99.9628% 208,900 0.037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46,600 89.8370% 208,900 10.1630%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83,344 99.9628% 208,900 0.037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46,600 89.8370% 208,900 10.1630%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83,344 99.9628% 208,900 0.037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46,600 89.8370% 208,900 10.1630%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83,344 99.9628% 208,900 0.037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46,600 89.8370% 208,900 10.1630%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87,344 99.9635% 204,900 0.036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50,600 90.0316% 204,900 9.9684% 0 0.0000%

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83,344 99.9628% 208,900 0.037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46,600 89.8370% 208,900 10.1630%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194,244 99.8578% 794,000 0.1415% 4,000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 1,257,500 61.1773% 794,000 38.6281% 4,000 0.194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8、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

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5,248 95.6406% 224,500 4.359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31,000 89.0781% 224,500 10.9219%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178,644 99.8550% 813,600 0.145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241,900 60.4184% 813,600 39.5816%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26,544 99.8813% 665,700 0.1187%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389,800 67.6137% 665,700 32.3863%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2年4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1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67,744 99.9600% 224,500 0.04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31,000 89.0781% 224,500 10.9219%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9,568,444 99.7462% 1,423,800 0.2538%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631,700 30.7322% 1,423,800 69.2678% 0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彭涛先生所做的《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李浩然先

生、徐维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其委托独立董事彭涛先生在2021年度股东

大会上宣读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张乐天、吕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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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0日（周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0日（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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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0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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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0日（周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9日（周五）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永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10,719,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398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98,462,

4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3723%。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6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2,257,02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0257%。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7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3,787,9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535%。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二）《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三）《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四）《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五）《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六）《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13,787,8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

（七）《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13,787,8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

（八）《关于2022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13,787,8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

（九）《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13,787,8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

（十）《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13,787,8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

（十一）《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0,719,340股、反对100股、弃权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13,787,8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林森、杨帆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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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2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二〇二

一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0�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5月10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和平东路161号公司二楼东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荣智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数额642,235,55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0.174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1人，代表股份7,790,61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873％。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45人，代表股

份数额650,026,1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6618%。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41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790,61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0.4873%。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及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49,621,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8％；反对261,3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2％；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49,612,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4％；反对270,6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6％；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756,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269,8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520,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348％；反对

269,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639％；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49,620,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反对262,9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620,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反对262,9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694,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9％；反对331,7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458,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403％；反对

331,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5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620,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反对262,9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384,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4％；反对

262,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53％；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8343％。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94,461,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2％；反对268,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378％；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7,522,256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553％；反对268,26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434％；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公司与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750,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75,7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4％；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514,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91％；反对

275,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39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49,763,1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5％；反对262,9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741,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2％；反对284,3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7％；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506,1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87％；反对

284,3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出租园区部分房屋场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9,791,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9％；反对234,4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惠燕、刘娟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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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热线电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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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

年5月11日起启用新的投资者联系电话号码，现将变更后的投资者联系电话公告如下：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者热线电话 0311-86673856 0311-86255070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办公地址、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

变更，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新的热线电话与我们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