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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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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东安路35号董事会办公室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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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9,09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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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9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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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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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严奇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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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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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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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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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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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4,675 99.9966 4,000 0.0034 0 0.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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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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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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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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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4,6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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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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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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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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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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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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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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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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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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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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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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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19,098,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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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

关于选举严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5,831,092 97.2564 是

21.02

关于选举阮仕海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1.03

关于选举邵燃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1.04

关于选举张敬国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1.05

关于选举贾海宁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1.06

关于选举王旭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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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

关于选举朱和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2.02

关于选举张晖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22.03 关于选举王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5,831,089 97.2564 是

2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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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

关于选举陈默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115,831,088 97.2564 是

23.02

关于选举朱国有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115,831,086 97.256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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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7,800,889 99.9856 4,000 0.0144 0 0.0000

9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3,271,5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7,804,8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7,804,8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01

关于选举严奇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537,306 88.2481 0 0.0000 0 0.0000

21.02

关于选举阮仕海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1.03

关于选举邵燃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1.04

关于选举张敬国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1.05

关于选举贾海宁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1.06

关于选举王旭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2.01

关于选举朱和平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2.02

关于选举张晖明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22.03

关于选举王良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4,537,303 88.2481

23.01

关于选举陈默女士为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24,537,302 88.2481

23.02

关于选举朱国有先生

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4,537,300 88.248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相关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2、议案5、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21、议案22、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晴、范艺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

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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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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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现场和通讯

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通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当选董事参加会议，经全体

董事同意，豁免了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公司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经与会董事一致推

举，会议由严奇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和《无锡航

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选举严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选举严奇先生、王良先生、贾海宁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严奇先生担任召集人；选

举朱和平先生、张敬国先生、张晖明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朱和平先生担任召集人；选举王良先生、严奇

先生、朱和平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良先生为召集人；选举张晖明先生、严奇先生、王良先生为

提名委员会委员，张晖明先生为召集人。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聘任朱宏大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井鸿翔先生、张广易先生、邵燃先生、薛新华先生、丁

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勤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王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旭先生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之前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正式

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四）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年薪总额=基本薪酬+绩效薪酬+超目标净利润提

成。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聘任李钰铃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聘任张赛男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特此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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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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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现场和通

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通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全体当选监事参加会议，经全

体监事同意，豁免了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陈默女

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和《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选举陈默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特此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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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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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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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锡航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和5月18日分别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监事会主席，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严奇先生、阮仕

海先生、邵燃先生、张敬国先生、贾海宁先生、王旭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朱和平先生、张

晖明先生、王良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二）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严奇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

会具体成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严奇 严奇、王良、贾海宁

审计委员会 朱和平 朱和平、张敬国、张晖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良 王良、严奇、朱和平

提名委员会 张晖明 张晖明、严奇、王良

其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

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朱和平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为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2年4月22日，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季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2年5月18

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陈默女士、朱国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季瑾先生与陈默女士、朱国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2-014）和《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陈默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情况如下：

1、总经理：朱宏大先生

2、副总经理：井鸿翔先生、张广易先生、邵燃先生、薛新华先生、黄勤女士、丁立先生

3、财务负责人：黄勤女士

4、董事会秘书：王旭先生

上述人员不存在不适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情形，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邵燃先生、王旭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其余高级管理人

员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王旭先生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之前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正式

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王旭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10-81893698

邮箱：IRM@hyatech.cn

地址：无锡市新东安路35号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钰铃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钰铃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10-81893698

邮箱：IRM@hyatech.cn

地址：无锡市新东安路35号

五、审计部负责人聘任情况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赛男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简历附件：

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宏大先生，男，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1994年7月至2005年

9月，历任无锡叶片长厂长助理、副厂长等；2005年10月至2016年6月，任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7月至今，历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

朱宏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8%。 朱宏大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朱宏大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井鸿翔先生，198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材料学专业本科。 2008年8月至2016年7月，历

任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锻造车间主任、生产统筹部部长等；2016年6月至今，历任公司制造计划

部经理、副总经理等。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井鸿翔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6%。 井鸿翔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井鸿翔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张广易先生，198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软件工程专业硕士。 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

任无锡华方微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工程师；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任英飞凌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

2007年4月至2013年3月，任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工艺质量工程师；2013年至今，历任公司市场部经

理、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等。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广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通过无锡华航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

000,000股，持有股份总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0%。 张广易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张广易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薛新华先生，196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管理专业大专。1985年7月至1992年11月，

任南京华东电子管厂技术员；1992年11月至2015年2月，曾先后于无锡叶片厂/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任制造部

长、市场部长等；2015年2月至公司历任精机事业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薛新华先生通过无锡华航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3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2.07%。 薛新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薛新华先生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勤女士，196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1988年8月至1992年7月，任

化工部涂料化工研究院工程师；1992年8月至2001年6月， 任无锡市惠丰精细化工厂常务副厂长；2002年2月至

2010年2月，任无锡美诺特殊印刷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任无锡通宇自控设备厂副总

经理；2013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78,300股， 通过无锡华航科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股，持有股份总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1%。 黄勤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 黄勤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立先生，198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材料学专业硕士。 2008年8月至2013年12月，曾

任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工程师；2013年12月至今，历任公司质量部经理、项目经理、工程技术部经理、技术中

心副主任、技术中心总经理。 现任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

丁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通过无锡华航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

000股，持有股份总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3%。 丁立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丁

立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钰铃女士，199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工程专业学士。 2018年6月至今，历任公司

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钰铃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张赛男女士，198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学士。 2011年6月至2014年7月任无锡

透平叶片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2014年8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长秘书兼人力资源主管、董事长秘书兼综合管

理部经理、董事长秘书兼人资部部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秘书兼人资部部长。

张赛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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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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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

5月18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20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学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名， 代表股份501,784,54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3.5425%。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01，689，4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532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9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1％。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名，代表股份9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95,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10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案进行

了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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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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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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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的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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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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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3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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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同意。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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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3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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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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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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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3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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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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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3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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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高学明先生、高理先生、夏冰女士当选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0.1� �候选人：关于选举高学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

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2,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84%。

10.2� �候选人：关于选举高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

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2,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74%。

10.3� �候选人：关于选举夏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

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2,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84%。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黄志刚先生、单立平先生当选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1.1� �候选人：关于选举黄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

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2,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84%。

11.2� �候选人：关于选举单立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

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2,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95%。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杨渊晰先生、韩俊峰先生当选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会议所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刘建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

总表决情况：

12.1� �候选人：关于选举杨渊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

12.2� �候选人：关于选举韩俊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1,782,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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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同意。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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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同意。

1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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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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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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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1,78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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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王文全律师、张弘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

所关于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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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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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22年5月18日在公司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选举刘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刘建军先生将与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刘建军，中国公民，男，1963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00年进入本公司，历任公司技

术研发中心副主任，现任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刘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债券代码：143303�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7北方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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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11�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2—038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六年

离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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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5月18日，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

司独立董事苍大强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苍大强先生因任职公司独立董事已届满六年，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等规定，苍大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

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离任后，苍大强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苍大强先生的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公司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上述

规定，苍大强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苍大强先

生将按照上述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责。 公司将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苍大强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独立公正，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

业素养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苍大强先生任职期

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91� � � � �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2-022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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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2022年5月17日任期

届满。 鉴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尚在积极筹备中，为保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

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进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

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截止2022年5月17日，公司独立董事李端生先生在公司连续担任独

立董事已满六年，由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还在进行中，李端生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

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工作完成。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及高级

管理人员将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监事会的换

届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113� � � � �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1

债券代码：113545� � � � � � �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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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势召开， 公司管理层针对2021年度的基本情况及经营成果等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说明会于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11:00-12:00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进行网络互动交流。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秦庆平先生

独立董事：胡元木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王忠霞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以网络提问形式，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五、会议主要内容

本次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件：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内容

1、贵公司最近投资的几个大项目，盈利预期是多少？ 会造成公司资金紧张？ 负债率提高吗？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公司二期项目90万吨/年丙烷脱氢、2×45万吨/年高性能聚丙

烯项目已全面展开，计划于2023年第四季度相继投产。 公司目前资金充裕，感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2、董事长近期有限售股解禁，请问有减持打算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尚无减持计划。

3、请问高管在去年14次减持，是对公司前景不看好吗？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自上市以来，高管减持量很小，主要因个人资金需求。

4、最近一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公司是否有回购自家股票举措，稳定投资者信心？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鉴于当前公司股价，公司会考虑推出股票回购计划或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等，具体以公告为准。 谢谢！

5、公司作为全国优势煤焦化企业，与业内其他企业相比主要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与业内其他企业相比，公司目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3+3” 循环经济成本优势

公司以煤炭为原料、炼焦为基础、煤气为载体，打造了区别业内其他企业的“3+3” 循环经济产业

链，构建了差异化的盈利模式，树立了产业升级的典范。

（2）技术装备先进性优势

公司焦炭生产的主装置7米顶装焦炉，所配备焦炉机械充分吸收了国外大型焦炉所使用焦炉机械

的先进技术，在焦炉环保控制、自动化水平、高可靠性和低维护量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区位优势

山东是我国煤炭大省，具备资源分布广泛、储量大、种类多样、煤质优良、富存条件好等特点。 公司

地处黄河北煤田腹地（蕴含高质量的主焦煤、三分之一焦煤），煤质好、价格低、运输便利。 此外，山东

省是钢铁大省和焦炭大省，焦炭市场容量大，公司又地处通往山东东部、南部以及与河北省的交通要

道，运输半径布局合理；另一方面，山东省较大的焦炭产量也使煤焦油和粗苯供给充足，公司煤焦油深

加工与苯加氢生产具有成本竞争力。

（4）环保优势

自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始终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来思考和践行环保工作，始终秉承绿色低碳

的循环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持续投入，攻克了一系列行业性的世界难题，各类污染物均实

现超低排放。

6、请问，公司是否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 谢谢！

7、上半年疫情是否对公司产生了大的影响？公司有什么措施完成今年的计划目标？公司是否有针

对股价稳定采取积极的措施？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1）今年上半年疫情对公司产品的销售、物流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以石油及衍生品等大宗

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与众多产业、企业形成了一定的成本压力。

（2）增厚业绩的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面对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形，为了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以原材料价格为基础，按照相应的价格计算公式确定销售订单的

报价，以达到回避原材料长期波动风险的目的。

②加大新产品、新客户开发力度，不断提高产品的议价能力。

③深入原料和产品市场，审慎运作，努力提高市场运营水平。

④以安全、环保、质量、成本为主要抓手，不断提高员工技能和装置运行水平，实现成本挖潜等基

础管理的深耕。

（3）鉴于当前公司股价，公司会考虑推出股票回购计划或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具体以公告为

准。 谢谢！

8、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去年三季报开始业绩大幅下滑，至四季报亏损？ 虽然各产能释放出来，

今年业绩会好转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政治、经济形势，具体生产经营确存有不确定因素，

因此关于2022年的财务预算，公司管理层综合考量，做了审慎修正，具体见公告，谢谢！

股票代码：600459�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贵研铂业 编号：临2022-041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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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22年5月20日

届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持相关工

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进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换届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205� � �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公司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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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于近日完成办公地址的

搬迁，公司办公地址由“南京市栖霞区广月路30号10幢” 变更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

京片区兴隆路12号7幢” ，邮政编码由“210033” 变更为“210031” 。 除上述办公地址、邮政编码变

更外，公司联系电话、传真号码、公司网址、电子信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变更后，公司最新联系方式如下：

1、办公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12号7幢

2、邮政编码：210031

3、联系电话：025-85668787

4、传真号码：025-85668989

5、公司网址：www.njshsh.com

6、电子信箱：njshhy@njshshipping.com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