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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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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5�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

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李起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李起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及

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李起富、金桂云、胡旭东

主任委员：李起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

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周亚力、申屠宝卿、陈聪

主任委员：周亚力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

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胡旭东、周亚力、李起富

主任委员：胡旭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及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申屠宝卿、胡旭东、邵学军

主任委员：申屠宝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金桂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邵学军先生、张浩先生、郑钢武先生、项青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邵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张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郑钢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项青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刘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鲍卫平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项青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吴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胡旭东先生、周亚力先生、申屠宝卿女士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2年5月14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仙通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附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起富，男，195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4年至2009年历任浙江省仙居通用工程塑

料有限公司、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至2013年9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3年10月至今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桂云，男，197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0年至2003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工程塑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至2009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至2013年9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7年3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7年4月

至今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邵学军，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工程师。 2000年至2003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

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3年至2009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9年至今任浙江仙通橡

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聪，男，198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至2011年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证券部担任律师，2012年至2013年任职于亚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任职于北京元合律师

事务所，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任职于杭州斯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任职于浙江康健绿线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2018年5月至今任职于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同时2011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胡旭东，男，195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教授。 曾任职于温州市轻工机械三厂、浙江丝

绸工学院、浙江工程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福纺控股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斯菱汽车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理工大学新昌创新技术研究院法人兼总经理、浙江天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杭州旭仁自

动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2020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亚力，男，196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副教授，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浙江工商大

学、浙江国华会计师事务所、香港何铁文会计师行研修工作、浙江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圆股份独立董事、浙

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顺发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工

商大学副教授，现任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海峡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浙江优全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 2020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申屠宝卿，女，196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教授。 曾任职于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教授，博导。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浩，男，196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3年6月加入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历

任车间主任、厂长,2017�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郑钢武，男，197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年至今一直就职于浙江仙通，历任业务

员、市场部总监等，2013年至2017年7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9年5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玲，女，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部

经理、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鲍卫平，男，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2003年至今一直就职于浙江仙通，历

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2019年5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项青锋，男，197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7年2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 曾在吉利集团工作，任发动机实验室负责人、采购主管。 2010年-2012年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2年-2017年在仙居县广播电视台任时政部主任、记者、广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影视文化中心主任。 2017年2月

至2017年7月在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7年8月至今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董事会秘

书。

吴杰，男，199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21年加入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现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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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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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5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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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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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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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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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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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起富先生；

2、董事会成员：李起富先生、金桂云先生、邵学军先生、陈聪先生、俞金伟先生、泮海明先生、周亚力先生（独立董事）、

胡旭东先生（独立董事）、申屠宝卿女士（独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

战略决策委员会 李起富 李起富、金桂云、胡旭东

审计委员会 周亚力 周亚力、申屠宝卿、陈聪

提名委员会 胡旭东 胡旭东、周亚力、李起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申屠宝卿 申屠宝卿、胡旭东、邵学军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叶太平先生；

2、监事会成员：叶太平先生、王燕青女士（职工代表监事）、郑椒娇女士。

三、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金桂云先生；

2、副总经理：邵学军先生、郑钢武先生、张浩先生、项青锋先生；

3、总工程师：鲍卫平先生；

4、财务总监：刘玲女士；

5、董事会秘书：项青锋先生；

6、证券事务代表：吴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6-87684158

传真号码：0576-87684199

联系邮箱：zjxtzqb@163.com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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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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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浙江仙通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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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0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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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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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李起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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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项青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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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李起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1.02 关于选举金桂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1.03 关于选举邵学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1.04 关于选举陈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1.05 关于选举俞金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1.06 关于选举泮海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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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周亚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2.02 关于选举胡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2.03 关于选举申屠宝卿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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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关于选举叶太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3.02 关于选举郑椒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80,008,100 99.9847 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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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李起富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1.02

关于选举金桂云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1.03

关于选举邵学军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1.04

关于选举陈聪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1.05

关于选举俞金伟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1.06

关于选举泮海明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2.01

关于选举周亚力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2.02

关于选举胡旭东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2.03

关于选举申屠宝卿女士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3.01

关于选举叶太平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3.02

关于选举郑椒娇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8,100 22.7528 0 0.0000 27,500 77.24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各项议案均为累计投票议案； 议案1、2、3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鑫睿、汤明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仙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39� �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2-030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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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 年 5� 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的监事叶太平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叶太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14日

简历：

叶太平，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3年至今一直就职于浙江仙通，担任研发中

心副总工程师。 2019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副总工程师。

证券代码：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2022-057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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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66号城南天府7楼（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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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3,9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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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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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颜世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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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董事黄平先生、独立董事毛景文先生、杨文浩先生、赵发忠先生因疫情原因通

过视频会议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周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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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93,070,800 99.8569 776,630 0.1307 73,000 0.0124

2、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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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93,069,800 99.8567 777,630 0.1309 73,000 0.0124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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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071,300 99.8570 776,130 0.1306 73,000 0.0124

4、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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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93,069,300 99.8566 778,130 0.1310 73,000 0.0124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3,100,200 99.8618 820,230 0.138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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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115,600 99.8644 804,830 0.135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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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069,300 99.8566 778,130 0.1310 73,000 0.0124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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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069,300 99.8566 778,130 0.1310 73,000 0.0124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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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93,069,300 99.8566 778,130 0.1310 73,000 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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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92,954,310 99.8373 826,730 0.1391 139,390 0.023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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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539,508 99.7960 793,030 0.1881 66,390 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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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71,716 1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88,148,489 1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279,995 98.0517 820,230 1.9483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3,545,875 99.2491 253,800 0.750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734,120 93.1759 566,430 6.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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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77,913,999 99.5410 820,230 0.4590 0 0.0000

6

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的议案

177,929,399 99.5497 804,830 0.4503 0 0.0000

7

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的议案

177,883,099 99.5238 778,130 0.4353 73,000 0.0409

9

关于2021年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177,883,099 99.5238 778,130 0.4353 73,000 0.0409

10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77,768,109 99.4594 826,730 0.4625 139,390 0.0781

11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22,642,805 99.3041 793,030 0.6421 66,390 0.05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全根（持有117,289,498股）、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5,232,

004股）依法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涛涛、周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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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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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6），本

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云铝股份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 09:15-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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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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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09:15-下午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两种表决方式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凡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或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

第5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回避表决。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上就 2021年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3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方式为主，对于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三）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法人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须签字并盖公

章）、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有个人股东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2）、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QFII：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650502

联系人：王冀奭 张玲会 肖 伟 乔忠宇 联系电话：0871—67455923

传真：0871—67455605� � � � � �电子邮箱：stock@ylgf.com

（六）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具体投

票方式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五、备查文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提示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07

2.投票简称：云铝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2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0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19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1.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2.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3.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

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使表决权。

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5.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

（注：请对该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证券代码：000563� � � � � � � � �证券简称：陕国投A� � � � � � � � �公告编号：2022-2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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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会议由薛季民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姚卫东叶瑛等任免职的通知》（陕政任字[2022]84号），经会议选举，姚

卫东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保监会核准，未获核准前代行董事长职责。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董事长退休离任及选举新董事长的公告》（2022-2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副总裁王晓雁代行总裁职责的议案》。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指定副总裁王晓雁

在总裁空缺期间代为履职。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总裁的选聘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总裁辞职的公告》（2022-2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63� � � � � � � � �证券简称：陕国投A� � � � � � � �公告编号：2022-2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退休离任及选举新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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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长退休离任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薛季民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姚卫东叶瑛等任

免职的通知》（陕政任字[2022]84号），薛季民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季民未持

有公司股票。

薛季民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卓越

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薛季民在任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二、选举新董事长情况

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姚卫东叶

瑛等任免职的通知》（陕政任字[2022]84号），经会议选举，姚卫东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保监会核准，未获

核准前代行董事长职责。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63� � � � � � � �证券简称：陕国投A� � � � � � � �公告编号：2022-2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裁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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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姚卫东叶瑛等任免职的通知》（陕政任字[2022]84号），因工作变动原

因，姚卫东于2022年5月12日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呈，从即日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

董事。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姚卫东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起

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卫东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及董事会对姚卫东担任总裁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指定副总裁王晓雁在

总裁空缺期间代为履职。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总裁的选聘工作。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3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2-039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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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胥小平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胥小平先生因工作调整的原因提出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胥小平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胥小平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

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胥小平先生持有公司A股37,270股,� 辞职后，胥小平先生所持股份将继续按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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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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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向胥小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21� � �证券简称：前沿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5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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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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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星期二)至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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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或通过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invest@frontierbio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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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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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和2022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5月31日下午15: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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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和2022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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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下午15:00-16: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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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CHANGJIN� WANG（王昌进）先生

独立董事：CHI� KIT� NG（吴智杰）先生

高级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邵奇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千雅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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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星期二)至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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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frontierbio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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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5-69648375

邮箱：invest@frontierbio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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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49� � �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2-036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事项的补充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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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3日提交披露《涉诉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号）。 上述公告需补充、

修正，具体完善内容如下：

一、对“重要内容提示”的补充

补充前

涉案的金额：1,210.24万元

补充后

涉案的金额：本诉涉案金额1,210.24万元，反诉涉案金额478.71万元

二、对“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的补充

补充前

序号 案件编号

涉案金额 原告 被告 诉讼

诉讼机构名

称

（万元） （反诉被告） （反诉原告） 标的

1 （2022）藏2521民初18号 220.61

西藏永丰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西藏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西藏自治区

普兰县人民

法院

2 （2022）藏2521民初19号 206.15

3 （2022）藏2521民初20号 552.48

4 （2022）藏2521民初21号 226.12

5 （2022）藏2521民初22号 4.89

合计 1,210.24

补充后

序号 案件编号

本诉涉案金

额

反诉涉案金

额

原告 被告 诉讼

诉讼机构名

称

（万元） （万元）

（反诉被

告）

（反诉原

告）

标的

1 （2022）藏2521民初18号 220.61 219.48

西藏永丰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西藏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西藏自治区

普兰县人民

法院

2 （2022）藏2521民初19号 206.15 76.93

3 （2022）藏2521民初20号 552.48 147.45

4 （2022）藏2521民初21号 226.12 23.88

5 （2022）藏2521民初22号 4.89 10.97

合计 1,210.24 478.71

三、对“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反诉的内容及其理由”的补充、修正

“案件事实与理由”第二段内容补充修正前

喜马拉雅·冈仁波齐酒店为公司2021年在阿里地区普兰县投资建设的神山圣湖景区配套设施， 公司已于2018年将下属原有五家酒

店业务出售，目前未从事该酒店的运营管理。

“案件事实与理由”第二段内容补充修正后

喜马拉雅·冈仁波齐酒店于2012年7月开工建设，2014年11月工程交付使用。 2018年6月，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减轻酒店重资产对

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将下属原有五家酒店（含“喜马拉雅·冈仁波齐酒店” ）资产进行整体评估后挂牌出售，相关内容及完成情况请参

考公司公告（2018-041号、2018-042号、2018-043号、2018-046号、2018-050号、2018-083号），2018年7月起公司不再从事酒店运营

管理。 收到本次应诉通知书后，公司组织专业人员积极应诉并同步通知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配合诉讼工作。

除以上补充、修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2-038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

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89�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2022� 年 5� 月 13�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

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问询函后， 公司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所涉问题逐项落

实，目前回复工作已基本完成。 因疫情原因，同时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2年5月20日前完成回复工作。 公司将加

快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60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太阳 公告编号：2022-067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事宜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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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2022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2名已

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8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本次实施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800股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人民币93,434,000元变更为人民币93,424,200元，股份总数将由93,434,000股变更为93,424,200

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 � � � �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6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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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03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净资产为负、

连续亏损的教育培训行业相关子公司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龙文” ）100%股权、北

京龙文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文” ）99%股权以1元对价转让给珠海惠卓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03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收到珠海惠卓支付的相关交易价款，且公司已完成转让广东龙文100%股权、北京龙文云

99%股权的工商过户登记手续。

三、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导致广州龙文、北京龙文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核算，公司通过广州龙文、北京龙文实

施的部分学科类教育培训业务得以剥离，短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将会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公司的亏

损规模亦将有所减少。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保持清晰稳健，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