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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30 证券简称：神马电力 公告编号：2022-019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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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海维路66号公司行政中心三楼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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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9,91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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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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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王鸭群女士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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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长马斌先生、独立董事袁学礼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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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季清辉先生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因疫情防控要求，公司董事陈小琴、独立董事李志勇、独立董事司马文霞、监事金红兵，公司聘请的律师以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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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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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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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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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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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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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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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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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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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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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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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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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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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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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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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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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69,898,419 99.9956 16,000 0.004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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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关于审议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9,898,419 99.8386 16,000 0.1614 0 0

6

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及2022年

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9,898,419 99.8386 16,000 0.1614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7、8、9、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麦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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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22-027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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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下午14:00-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8日-� 2022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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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2777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 会议通知：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2,400,4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

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6.9840%。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502,392,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9827%�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4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001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宫长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江苏益友

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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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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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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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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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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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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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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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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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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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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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9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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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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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9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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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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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8.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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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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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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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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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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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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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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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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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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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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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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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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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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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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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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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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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宫长义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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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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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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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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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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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3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52％；反对7,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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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300,

000,000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何非与戴淼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现场召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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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备查文件

1、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22-028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2年5

月18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5月13日

起以微信、电话等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公司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决议聘任徐群山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秘书俞军先生不再兼任财务

负责人。

《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

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

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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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基于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安排， 俞军先生辞去公司财务

负责人职务，其辞任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任后俞军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俞军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俞军先生在担任财务负责人期间

为公司经营和财务内控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俞军先生持有公司54,000股股份,� 其辞任后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遵

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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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议聘任徐群山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徐群山先生简历如下：

徐群山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澳洲注册会

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内部审计师。曾先后在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中

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负责财务、审计及投资方面的专业财经

管理工作，于2022年3月加入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徐群山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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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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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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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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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8,47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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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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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韩珍堂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因疫情防控，独立董事赵保东先生、吴培国先生、屈福政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白景波先生因事请假；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赵晓强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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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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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6,144,038 99.8608 2,335,000 0.139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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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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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754,938 99.8377 2,724,100 0.162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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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7,313 82.4267 2,724,100 17.573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甬兴证券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1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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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675,870,638 99.8445 2,608,400 0.1555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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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144,038 99.8608 2,335,000 0.139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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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韩珍堂 1,674,416,058 99.7579 是

12.02 陶家晋 1,674,416,050 99.7579 是

12.03 卜彦峰 1,674,416,051 99.7579 是

13、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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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姚小民 1,674,276,056 99.7495 是

13.02 赵保东 1,674,276,053 99.7495 是

13.03 吴培国 1,674,276,053 99.7495 是

13.04 屈福政 1,674,276,058 99.7495 是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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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赵晨德 1,674,276,054 99.7495 是

14.02 苏伟中 1,674,276,053 99.7495 是

14.03 王学敏 1,674,276,050 99.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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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45,500,713 94.3512 2,724,100 5.6488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2,777,313 82.4267 2,724,100 17.5733 0 0.0000

8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5,616,413 94.5911 2,608,400 5.4089 0 0.0000

12.01 韩珍堂 44,161,833 91.5749

12.02 陶家晋 44,161,825 91.5749

12.03 卜彦峰 44,161,826 91.5749

13.01 姚小民 44,021,831 91.2846

13.02 赵保东 44,021,828 91.2846

13.03 吴培国 44,021,828 91.2846

13.04 屈福政 44,021,833 91.28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议案6、7、8、12、13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

东的表决情况” 。

4、回避表决情况：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山西省旅

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晋宏、徐德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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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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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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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

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10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

和监事。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

公司于2022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韩珍堂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陶家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成员：韩珍堂、陶家晋、屈福政，韩珍堂为主任委员。

审计与风控委员会成员：姚小民、赵保东、卜彦峰，姚小民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成员：吴培国、姚小民、韩珍堂，吴培国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赵保东、姚小民、吴培国，赵保东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卜彦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省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贺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段志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赵晓强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雷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简历

1、韩珍堂先生，1965年9月出生，1988年7月参加工作，经济学博士，高级会计师。历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计财

部部长，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山西省国资委副主任、党委

委员、副书记。 现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陶家晋先生，1973年5月出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太原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创新部副部长，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公司副经理，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3、卜彦峰先生，1972年2月出生，1994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副部长，山

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计财部副部长、部长，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部长，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本公司党委常委、董事、总经理。

4、王省林先生，1974年8月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工程师、政工师。 历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股

份有限公司制造部计发室主管，人力资源部薪酬福利室主管、主任，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

长。

5、贺玮先生，1982年1月生，2004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太原重工挖掘焦化设备分公司一厂装配工部副主

任、焦炉厂装配工部主任，太原重工焦化设备分公司生产科科长、计划科科长、副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太原重工焦化设

备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太原重工核电容器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太原重工工程机械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6、段志红先生，1972年5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计财部驻自动化

公司财务室主任、计财部成本管理室标准成本主管、山西世茂商务中心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采购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花园体育

文化中心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副部长、财务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7、赵晓强先生，1979年10月出生，2003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太原重工财务部副科长、太原重工轧钢设备分

公司财务科科长、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部长、太原重工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

8、雷涛先生，1985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11年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同年8月参加工作，高级经济师。历任太原重工综合部秘书

科副科长、科长。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证券事务主管。

证券代码：600169� � � � � �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2-019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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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

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监事会每6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决议应当

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现场方式召开监事会。

公司于2022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赵晨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9日

附：赵晨德先生简历

赵晨德先生，1970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1992�年7�月参加工作，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晋能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晋城煤炭事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 现任太原

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副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169� � � �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2022-02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

●●会议召开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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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星期四)至5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电

子邮件（tyhi@tz.com.cn）向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了《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情况，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公司将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

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说明会定于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9:00-10: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卜彦峰、独立董事姚小民、财务总监段志红、董事会秘书赵晓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将出席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至5月24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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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

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邮箱（tyhi@tz.com.cn），邮件标题注明“600169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9:0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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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351-6361155

3、电子邮箱：tyhi@t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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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 � � �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0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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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浙江金圆中科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中

科” ）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股

份” ）共同出资在浙江省杭州市设立浙江金恒旺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旺” ）。 金恒旺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35,000万元整，其中金圆中科认缴出资17,8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欣旺达认缴出资12,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川恒股份认缴出资4,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

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二、工商登记基本情况

近日，金恒旺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金恒旺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BN5UNH2B

法定代表人：徐刚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圆整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1幢3005室

成立日期：2022年05月18日

营业期限：2022年05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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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

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浙江金恒旺锂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05�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2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提醒防范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名义从事诈骗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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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2022年3月24日，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能源、公司）接到群众反映，有

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名义，利用手机APP、网络投融资平台虚假宣传，进行诈骗活动。 为避免不明情况的人民

群众遭受损失，公司第一时间通过公司官网、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出了防诈提醒说明，并于2022年3

月26日发布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范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名义从事诈骗活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1），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近日，公司发现仍有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名义利用非法山寨的“三峡能源” 投资平台，通过手机APP、微

信群等进行诈骗活动，并有群众上当受骗。该行为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并对公司的合法权益造

成不良影响，我公司已向公安部门报案。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公司再次郑重提醒如下：

一、三峡能源从未发布任何网络投资、理财信息，网络中出现的“三峡新能源” 或“三峡能源” 手机理财

APP、微信群等均是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信息，其中所谓的投资理财产品都是诈骗活动。

二、公司不会开展民间集资活动。 三峡能源从未发布过民间理财产品和相关的APP/网络链接等信息，

未授权任何个人或单位开展上述业务,以后也不会发布此类信息或授权任何个人或单位开展此类业务。

三、公司特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拒绝高额回报的诈骗信息诱惑，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如发现类似不法情形，请尽快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四、公司强烈谴责任何假冒三峡能源名义欺诈人民群众的违法行为，对不法分子假冒本公司名义、损害

本公司名誉的非法行为坚决予以反击，将通过法律途经追究不法分子的法律责任，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61� � � � �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8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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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王江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9,041,333股，占公司总股本59.04%；本次股

份解除质押后，王江林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45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92%，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45%。

●王江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林商贸” ）、王雅琴女士、王凡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

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1.25%。 截至2022年5月18日，王江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合计12,950,000股，占其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的18.18%，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95%。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2022年5月17日,王江林先生将其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共计4,8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王江林

本次解质股份（股） 4,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1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0%

解质时间 2022.5.17

持股数量（股） 59,041,333

持股比例 59.0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45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9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江林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后续可能存在再次质押的计划，如再次质押，王江林先生将根据后续质押情

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江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质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解质

后累计质

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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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王江林 59,041,333 59.04%

11,250,

000

6,450,

000

10.92

%

6.45% 0 0 0 0

恒林商贸 11,250,000 11.25% 6,500,000

6,500,

000

57.78

%

6.50% 0 0 0 0

王雅琴 750,000 0.75% 0 0 0 0 0 0 0 0

王凡 208,667 0.2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1,250,000 71.25%

17,750,

000

12,950,

000

18.18

%

12.95

%

0 0 0 0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28� � � � � �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2022-027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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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简述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有媒体发布涉及公司“退出杭州佳成国际物流67.23%股权 ” 的

报道，并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解读。

二、 澄清声明

公司关注到上述报道，为了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现针对上述报道作如下澄清说明：

1、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杭州佳成

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70%股份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2021年7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 和

《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杭州佳成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70%股份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1-043号）。杭州佳成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成物流”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于2021年完成对佳成物流

70%股份的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佳成物流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媒体报道中公司“退出杭州佳成国际物流67.23%股权 ”的

报道与实际情况不符。

2、公司近两年积极开发跨境电商物流业务，收购佳成物流后，进一步加快了发展速度。 公司在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战略布局已经

初具规模，服务对象覆盖邮政、跨境电商平台和卖家，服务能力涵盖前端揽货、转运分拨、出口报关、干线运输、进口清关、海外仓配，并

具备整合尾程派送的能力、服务产品囊括邮政包裹、FBA专线、国际快递、个人快件。 公司正在整合跨境电商物流板块的成员企业资

源，结合传统贸易的普货、邮政小包以及佳成物流的FBA专线电商货，构建服务跨境电商行业的全球供应链服务体系。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以本公司发布的公告

为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