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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3� � � � � � �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2-048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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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

选举徐永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

徐永明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

三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附件：

徐永明先生：本科学历；历任浙江远东化纤集团纺丝厂厂长、公司纺丝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浙江永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

徐永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徐永明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徐永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截至目前，徐永明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00202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2-19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航天江南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江南” ）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航天江南持有本公司股份178,666,3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9.47%）， 计划减持期间内拟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00%的股份, 即9,053,245股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进行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后的6个月内进行)。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㈠ 股东名称：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㈡ 股东持有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航天江南持有本公司股份178,666,30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9.4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㈠ 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㈡ 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2009年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持有的股

份（含该等股份因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㈢ 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00%的股份，即9,053,245股。

㈣ 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㈤ 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后的6个月内进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

㈥ 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㈦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航天江南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其他说明

㈠ 航天江南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故本次减持计划

存在不确定性。

㈡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航天江南的减持行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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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㈢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的转移。

四、备查文件

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69� � � � � � � � � �证券简称：铁科轨道 公告编号：2022-014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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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5月16日

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冯进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即将满六

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冯进新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辞去前述职务后，冯进新先生将

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冯进新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

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继任独立董事前，冯进新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

各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冯进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

素养，在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冯进新

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63� � � � � � � � � � �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2-012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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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赛伦生物：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司将于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4时30分，在上海市青浦区华青路1288号召

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

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上海市目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根据政府部门疫情防控相关政策

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所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为积极配合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同时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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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如下特别提示：

一、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2022年3月27日发布的《关于应

对疫情优化自律监管服务、进一步保障市场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调整为

以通讯方式召开，不再设置现场会议室。会议登记方式统一调整为电子邮件登记，不再接受

现场登记。 拟以通讯方式参与会议的股东须在2022年5月19日16:00前通过向公司发送电

子邮件的方式（邮箱地址：dmb@serum-china.com）完成参会登记，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股东需提供、出示的资料与现场股东大会的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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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本次会议，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向成功登记参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接入方式，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勿向其他

第三方分享会议接入信息。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等均未发生改变。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11� �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8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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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洞头制造部研发大楼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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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7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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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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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颜贻意先生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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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柯泽慧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董事任秉钧先生、柯泽慧女士，独立董事金涛先生、监事曾焕群先生均通过视频会议

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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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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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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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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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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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财务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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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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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11,708,729 99.9621 42,300 0.037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1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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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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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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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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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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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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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08,729 99.9621 42,300 0.0379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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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08,729 99.9621 42,300 0.0379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及经营决策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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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1,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8、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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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关于选举颜贻意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1,583,474 99.8500 是

18.02

关于选举赵春建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1,583,474 99.8500 是

18.03

关于选举任秉钧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1,583,462 99.8500 是

18.04

关于选举厉市生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1,583,461 99.8500 是

18.05

关于选举邱克荣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1,583,461 99.8500 是

18.06

关于选举柯泽慧女士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1,583,461 99.8500 是

19、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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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关于选举金涛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11,583,459 99.8500 是

19.02

关于选举陈志刚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11,583,459 99.8500 是

19.03

关于选举夏法沪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11,583,458 99.8500 是

20、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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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关于选举曾焕群先生

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

111,583,459 99.8500 是

20.02

关于选举孔剑毅先生

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

111,583,458 9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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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671,

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续聘财务内控

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

的议案

25,671,

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

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25,629,

410

99.8352 42,300 0.1648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25,671,

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25,671,

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标准的议案

25,671,

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25,671,

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8.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01

《关于选举颜贻意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55

99.3473

18.02

《关于选举赵春建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55

99.3473

18.03

《关于选举任秉钧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43

99.3472

18.04

《关于选举厉市生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42

99.3472

18.05

《关于选举邱克荣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42

99.3472

18.06

《关于选举柯泽慧女士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42

99.3472

1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01

《关于选举金涛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504,

140

99.3472

19.02

《关于选举陈志刚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5,504,

140

99.3472

19.03

《关于选举夏法沪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5,504,

139

99.3472

2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0.01

《关于选举曾焕群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的议案》

25,504,

140

99.3472

20.02

《关于选举孔剑毅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的议案》

25,504,

139

99.34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进行表决时， 关联股东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美利金安99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持有本公司股份数13,600,000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表决事项获有效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波、李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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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811� � � � � � � �证券简称： 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9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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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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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颜贻意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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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公告》

本次会议选举颜贻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赵春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登记机关的要求，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任秉钧先生、厉市生先生、张志宏先生、吕志东先生、柯泽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任秉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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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厉市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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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张志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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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吕志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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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聘任柯泽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吕孙战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柯泽慧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陈雪琴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刘义元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任期相同，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三年。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颜贻意先生（主任委员）、厉市生先生、金涛先生；

（2）提名委员会：选举金涛先生（主任委员）、夏法沪先生、颜贻意先生；

（3）审计委员会：选举陈志刚先生（主任委员）、夏法沪先生、赵春建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夏法沪先生（主任委员）、陈志刚先生、柯泽慧女士。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附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经理简历

颜贻意，男，194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营师。 历任铜山制药

厂厂长，温州市第三制药厂厂长、总经理，浙江省第十届人大代表，政协洞头县第四、五届副主席，洞头县工商联第五、六届

主席、洞头县企业家协会第一、二届会长，温州三药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温州市利祥动物实验研究所董事

长，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温州市洞头区诚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冠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任秉钧，男，196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绍兴制药厂研究所副所长、

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贝得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福满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发展中心总经理，上海瑞呈生物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赵春建，男，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制药工程学士、助理经济师、电

子中级技师。历任洞头县府办纪检组成员、秘书科副科长、县渔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温州市府办综合二处副处长，市政

府研究室（内设机构）主任，温州市府办综合二处处长、综合城建处处长，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剂车间主任、董事

长助理、副董事长。 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温州市利祥动物实验研究所董事，兼温州市工商联常

委、市总商会副会长，洞头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洞头区工商联第二届主席（总商会会长）。

厉市生，男，195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历任温

州第二制药厂副厂长，浙江瑞邦大药厂副厂长，党总支书记，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浙江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志宏，男，196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药物制剂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洞头县化工厂厂长助理，浙江诚意药业

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洞头

制造部总经理。

吕志东，男，197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药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历任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研究所副所长、QA经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QA/QC经理、总经理助理、质量总监。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吕孙战，男197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营师，历任温州市第三制药厂财务部副经

理，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柯泽慧，女，198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经济师、高级经营师。历

任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温州市洞头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中心总经理、党委委员，温州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温州市青年企业家协

会副会长。

陈雪琴，女，197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中共党员，会计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浙江诚意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副经理。 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刘义元，男，1994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证，助理会计师职称。 历任上海虹迪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成本会计、上海景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会计助理、南昌好管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会计，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部内审员。 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证券代码： 603811� � � � � � � �证券简称： 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22-020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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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5月1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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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监事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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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焕群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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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曾焕群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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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6日

附件：曾焕群简历：

曾焕群，男，1972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药学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历任浙江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外贸经理、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温州民康生物医药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营销总监。现任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上海瑞呈生物医疗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688276� � � �证券简称：百克生物 公告编号：2022-015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关于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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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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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6月7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5楼会议室（吉林省长春市卓越大街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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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至2022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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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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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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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7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

2022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予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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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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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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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276 百克生物 2022/5/30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他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1）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股东账户卡、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1）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

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1）

2.登记时间：2022年6月6日，上午9：00-11：30，下午1：00-4：00

3.登记地点：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2022年6月6

日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联系人：张喆电话：0431-81871518

特此公告。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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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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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000518�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2-18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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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7,616,846股，截止公告日，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306,99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96.65%，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向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送达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0】17号）所述，陆克平拥有陆宇、郁琴芬、孙现、郁叙法、周军、张惠丰、徐

瑞康、赵龙、许稚、陈建国、王洪明、孙一帆、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等账户的控制权，且

其与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不晚于2014年5月23日

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0-22号公告）。

公司于今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有关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

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郁琴芬 是 1,346 12.90 1.31 否 否

2022年5

月13日

2024年4

月17日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生产经营

需要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 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后

质押股 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王洪明

144,138,

394

14

144,130,

000

144,130,

000

99.99 14.00 0 0 0 0

郁琴芬

104,318,

725

10.13

24

86,400,

000

99,860,000 95.73 9.70 0 0 0 0

赵龙 43,062,918

4.182

7

40,000,

000

40,000,

000

92.89 3.89 0 0 0 0

陈建国 26,096,809

2.534

8

23,000,

000

23,000,

000

88.13 2.23 0 0 0 0

陆克平

合计持

有

317,616,

846

30.85

287,360,

000

306,990,

000

96.65 29.82 0 0 0 0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

1、此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未来半年内，陆克平先生持有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3,130,000股，占其所持

股份的19.88%，占公司总股本的6.13%，对应融资余额为226,980万元。

未来一年来，陆克平先生持有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4,130,000股，占其所持股

份的26.49%，占公司总股本的8.17%，对应融资余额为233,980万元。

陆克平先生及其所控制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状况正常，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

3、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此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

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5、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姓名：陆克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新桥老街XX号

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曾任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财务数据如下：

成立日期：1993年7月17日

注册资本：195387.3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18号

经营范围：呢绒、毛纱、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防静电工作

服、防酸工作服、阻燃防护服）、针织品、装具、纺织工业专用设 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

造、加工、销售；染整；洗毛；纺织原料（不含籽棉）、 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机配件、五金、

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的销售；饮用水处理技术

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水、 包装饮用水、饮料的生产、销售；光伏电站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光 伏电站系统建设；光伏发电；售电；光伏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第

二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 第二类医疗 器械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阳光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25.78 107.85 117.93 119.93 7.44 21.47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26.17 106.08 120.09 33.18 2.08 5.70

偿债能力指标（截止2021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47.76% 1.58 1.23 0.22

阳光集团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拥有大量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不存在偿债风险。

6、截止本公告日，陆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质押比例为96.65%，质押主要用于为其

控制的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陆克平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

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如后续出现风险，陆克平

先生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公司

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公告编号：临2022-031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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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1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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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2,4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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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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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董事长焦

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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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董事王维舟先生因病住院未能参加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王雪莲女士

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张瑾女士以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因病住院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兼安全总监边兴海

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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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728,536,754 98.1304 5,308,900 0.7150 8,570,728 1.1546

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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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728,651,454 98.1459 5,217,400 0.7027 8,547,528 1.1514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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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570,954 97.8656 5,931,600 0.7989 9,913,828 1.3355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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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294,754 98.0978 4,662,400 0.6280 9,459,228 1.2742

5、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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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643,554 98.0101 5,478,573 0.7379 9,294,255 1.2520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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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13,054 97.7501 8,903,073 1.1992 7,800,255 1.0507

7、议案名称：公司聘请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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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795,954 98.0306 5,521,000 0.7436 9,099,428 1.2258

8、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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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184,954 97.9483 5,996,100 0.8076 9,253,328 1.2441

9、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日常经营性供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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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818,154 97.8989 7,133,000 0.9607 8,465,228 1.1404

10、议案名称：豁免七台河万锂泰电材有限公司股东承诺事项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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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85,049 55.2429 93,151,145 44.7531 8,100 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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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191,440,966 91.9751 8,903,073 4.2773 7,800,255 3.7476

7

公司聘请2022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193,523,866 92.9758 5,521,000 2.6524 9,099,428 4.3718

10

豁免七台河万锂

泰电材有限公司

股东承诺事项的

关联交易

114,985,049 55.2429 93,151,145 44.7531 8,100 0.004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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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891,693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87,350,352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92,471,009 92.0146 8,903,073 4.2562 7,800,255 3.7292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412,814 47.6861 3,134,100 33.8679 1,706,955 18.446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88,058,195 94.0665 5,768,973 2.8856 6,093,300 3.047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第10项议案涉及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焦云先生、副董事长焦强先生、董事李

清涛先生、董事秦怀先生、董事王维舟先生、董事常万昌先生为该事项的关联人构成关联交易，因焦云先

生为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焦云先生、

秦怀先生、常万昌先生、边兴海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534,272,088股，在审议上述议

案时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政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福玲律师、柴永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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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