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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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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2年5月13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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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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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0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武校生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名，代表股份174,130,15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579％。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名，代表股份174,025,35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4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名，代表股份104,8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股东共有1名， 持有股份155,

414,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240%；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共有4名，持有股份15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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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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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3、《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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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4、《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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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5、《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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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6、《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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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7、《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2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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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0％。

除以上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李航律师和黄心怡律师视频见证了

本次股东大会。 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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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在指定媒体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新通联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定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由于上海仍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相

关要求，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了调整，现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股东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由于本公司办公场所及本次股东大会原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15号一

楼会议室，按防疫要求仍实行封控管理，解封日期无法确定，建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网络

投票方式参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会议方式

按照上海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并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政策，本次股东大会

参会方式由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调整为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不再设置现场会议。 希望参加通

讯会议的股东须在不迟于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 下午4点00分前通过电子邮箱

（zqb@xtl.sh.cn）进行登记，登记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股东需同时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与现场

会议登记要求一致的资料或文件。

公司将向成功登记及完成身份验证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会议接入方式，股东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设备或计算机进入通讯会议。 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勿向其他第三人分享接入信息。未在前述要求的登记截止时间完成参会登记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审议议案等其他事项均不发生

变化。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材料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新通联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安排

附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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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至2022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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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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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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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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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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该股份来源于首发前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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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2日，公司披露了《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曹立峰先生拟自2022年3月30日起的三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81,600股，即公司总股本的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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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

整），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曹立

峰已减持股份0股，目前其持有公司股份1,68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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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1,600 0.84%

IPO前取得：672,64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8,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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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3/30～

2022/5/13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1,681,6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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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577� �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4

债券代码：110074� �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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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北段988号公

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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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34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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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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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长李晓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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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4人，董事张震先生、徐晓芳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

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郑联盛先生、郭海兰女士及张菀洺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江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3人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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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27,205,066 99.9735 17,000 0.0032 122,600 0.0233

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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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27,205,166 99.9735 17,000 0.0032 122,500 0.0233

3、议案名称：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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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205,566 99.9736 16,500 0.0031 122,600 0.0233

4、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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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327,566 99.9967 17,000 0.0032 100 0.0001

5、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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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27,205,566 99.9736 16,500 0.0031 122,600 0.023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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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27,205,066 99.9735 17,000 0.0032 122,600 0.0233

7、议案名称：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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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205,066 99.9735 17,000 0.0032 122,600 0.023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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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324,966 99.9962 19,600 0.0037 1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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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27,327,566 99.9967 17,000 0.0032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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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27,327,566 99.9967 17,000 0.0032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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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23,105 98.3082 8,921,461 1.6917 1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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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23,105 98.3082 8,921,561 1.6918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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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654,1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61,519,1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0,154,324 99.9152 17,000 0.0842 100 0.000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5,504,724 99.8898 17,000 0.1095 100 0.000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649,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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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1,550,954 99.8291 17,000 0.0208 122,600 0.1501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1,551,054 99.8292 17,000 0.0208 122,500 0.1500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1,551,454 99.8297 16,500 0.0201 122,600 0.1502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1,673,454 99.9790 17,000 0.0208 100 0.0002

5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81,551,454 99.8297 16,500 0.0201 122,600 0.1502

6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81,550,954 99.8291 17,000 0.0208 122,600 0.1501

7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81,550,954 99.8291 17,000 0.0208 122,600 0.1501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81,670,854 99.9758 19,600 0.0239 100 0.0003

9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1,673,454 99.9790 17,000 0.0208 100 0.0002

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81,673,454 99.9790 17,000 0.0208 100 0.0002

11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72,768,993 89.0788 8,921,461 10.9210 100 0.0002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72,768,993 89.0788 8,921,561 10.921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2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并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同意。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刘彦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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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56� � � �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3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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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线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潍坊善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 “潍坊善美” ) 持有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12,

588,27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7777%。 该等股份为潍坊善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1年8月9日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潍坊善美拟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8,092,57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0000%。 其中：（1）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8,092,570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实施，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

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1,618,51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不超过8,092,570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实施，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3,237,02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3）拟通过协议转让

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将遵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

日之后的6个月内实施。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计划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股份的

安排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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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善美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588,272 7.7777% IPO前取得：12,588,27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潍坊善美 3,237,028 2.0000% 2021/10/19～2022/3/24 62.00-79.50 2021年9月2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潍坊善美

不超过 ：8,092,570

股

不超过：5.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8,092,57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8,092,570股

协议转让减持，不

超过：8,092,570股

2022/6/7 ～

2022/1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注：1、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即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期间为2022年5月19日至2022年

11月18日。

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计划减

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根据《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潍坊

善美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对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

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限售期届满

后的两年内，本企业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

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采用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企业保证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采取其他方式减

持的，本企业保证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2、如本企业违反减持比例的承诺，本企业应将超比例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

公司。

3、如本企业违反减持价格的承诺，本企业应向公司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按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与减持价格之差，以及转让股份数相乘计算。

4、本企业未及时上缴收益或作出补偿时，公司有权从对本企业的应付现金 股利中扣除相

应的金额。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

等产生重大影响。 股东将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

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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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股东按照上述

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7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22-025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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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3日下午：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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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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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郁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 代表股份413,525,69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42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89,268,7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7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24,256,9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4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 代表股份24,256,97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4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24,256,9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470％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6％；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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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4,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53％；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2.00�《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6％；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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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4,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53％；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3.00�《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8％；反对1,431,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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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5,1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74％；反对1,431,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4.00�《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6％；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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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4,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53％；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5.00�《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52,364,64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现金

分红总额为285,709,393.80元，占合并报表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9%，占母公司报表

净利润23.12%。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5,5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42％；反对1,430,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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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6,8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044％；反对1,430,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6.00�《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及2022年度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55,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59％；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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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70％；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7.00�《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及2022年度监事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55,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59％；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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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70％；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8.00�《关于2022年度审计机构拟续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6％；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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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4,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53％；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9.00�《关于为子公司等银行综合授信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6％；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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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4,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53％；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0.00�《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093,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6％；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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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4,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53％；反对1,432,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1.00�《关于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55,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59％；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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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70％；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655,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277％；反对23,856,9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692％；弃权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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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54％；反对23,856,9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10％；弃权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6％。

提案13.00�《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55,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59％；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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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70％；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4.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55,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59％；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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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70％；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5.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55,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59％；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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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70％；反对23,670,67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6.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1�选举朱郁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77,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2,808,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290%

16.02�选举胡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79,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810,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372%

16.03�选举张汉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79,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810,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372%

16.04.�选举卢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79,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810,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372%

16.05�选举赵惠芬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79,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810,5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372%

16.06�选举贺小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79,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810,5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373%

提案17.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7.01�选举李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266,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997,3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73%

17.02�选举孙海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266,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997,3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73%

17.03选举郭静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266,1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997,3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73%

提案18.0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8.01选举蒋晓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66,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798,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857%

18.02选举叶士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06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799,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898%

18.03选举李国炜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12,267,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998,3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1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说明：

以上议案经表决结果均为通过。其中议案12、14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16、17、18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表决结果均为当

选。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刘放、刘晓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法

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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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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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昌化工”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2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5月13日在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现场出席会议董事六人，独立董事李莉、孙海琳、郭静娟三人通讯

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郁健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郁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郭静娟（主任委员）、孙海琳（委员）、卢龙（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孙海琳（主任委员）、李莉（委员）、赵惠芬（委员）；

提名委员会：李莉（主任委员）、胡波（委员）、朱郁健（委员）、郭静娟（委员）、孙海琳（委员）；

战略发展委员会：胡波（主任委员）、朱郁健（委员）、张汉卿（委员）、贺小伟（委员）、孙海琳

（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总经理：张汉卿先生；

副总经理：贺小伟先生、周如一先生（简历见附件）、李长胜先生（简历见附件）、谈爱冬先生

（简历见附件）；

财务负责人：赵惠芬女士。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卢龙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卢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费云辉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附件：

简 历

卢龙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历

任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长兼成本管理中心主任，公司董事、审计部负责人等职。 2009

年5月至2016年4月，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2010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5年12月至今，任江苏

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6月至今，任湖南华萃化工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7月至今，任苏

州奥斯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9年8月至今，任江苏华

昌新材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董事。

周如一先生：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员，中专学历。 历任浙江省良诸

化肥厂供销科副科长、科长、副厂长，张家港市华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近五年一直

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长胜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员，大学学历，在职工程硕士，正

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996年入职公司，历任联碱车间技术员、碳化车间技术员、合成车间

技术员、合成车间副主任、联碱车间副主任、联碱项目副经理、总经理办公室秘书、合成车间主任、生

产部副部长、多元醇项目和新戊二醇项目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江苏华昌新材

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市华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谈爱冬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员，大学学历，助理经济师。 历

任张家港市金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员、化工部长、总经理助理、总经理等职。 2017年8月至今在

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华昌化工（涟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

公司总经理、华昌智典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

费云辉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员，硕士研究生，已获深交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助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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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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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

2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 会议于2022年5月13日下午在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五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五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晓宁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蒋晓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14日

附件：

简 历

蒋晓宁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

任张家港市化肥厂生产调度员、团委书记、造气车间主任，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企管办主任、副

总经济师，张家港市华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江苏华昌（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