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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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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管理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及期限：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3561期(1个月看涨网点专属)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增加公司收益，维护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201号）批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4,266.70万股新股。本次募集资金采用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股票数量为4,266.70万股，发行价格为32.7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合计139,691.76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3,091.01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0349号《验资报告》。 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利多多公司稳利结构性存款产品

委托方 受托机构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类

型

增值收

益率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产品期限

关联

关系

宁波德业变

频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支行

银行结构

性存款

6,000

保本浮

动型

1.35%-3.20%

2022年5

月18日

2022年6月

17日

30天 否

注：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公司对委托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公司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

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

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3561期(1个月看涨网点专属)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3561期(1个月看涨网点专属)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起息日 2022年5月18日

产品期限（日） 30天

产品到期日 2022年6月17日

收益兑付日 2022年6月17日

产品挂钩标的

欧元兑美元汇率，彭博“EUR�CURNCY�QR”页面中欧元兑美元的实时价格，四舍五入精

确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产品观察日 2022年6月14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5%-3.20%

产品收益说明

1、本产品保底收益率1.35%，浮动收益率为0%或1.65%（中档浮动收益率）或1.85%（高档

浮动收益率）。中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中档浮动收益率，高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

率加高档浮动收益率。

2、期初价格为2022年05月19日北京时间10点的产品挂钩标的价格，上限价格为“期

初价格×102.5%” ，下限价格为“期初价格×92.3%” ，观察价格为产品观察日北京时间

14点的产品挂钩标的价格。

3、如果观察价格小于下限价格，兑付保底收益率；如果观察价格大于等于下限价格

且小于上限价格，兑付中档收益率；如果观察价格大于等于上限价格，兑付高档收益率。

4、上述汇率价格均取小数点后4位，如果届时约定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所需

的价格水平，浦发银行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价格水平进行计

算。

（二）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为保底类存款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

条件要求。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

会汇报。 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以及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四、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00）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二）上述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923,521,516.69 4,457,490,123.49

负债总额 1,283,315,966.76 1,675,789,925.27

所有者权益 2,640,205,549.93 2,781,700,198.22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6,608,179.43 -105,413,999.13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委托

理财金额6,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3.67%。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

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尽管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

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32.63 /

2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3.82 /

3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81.97 /

4 结构性存款 5,600 5,600 45.06 /

5 结构性存款 2,200 2,200 17.90 /

6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4.38 /

7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3.04 /

8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8.25 /

9 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30.78 /

10 结构性存款 6,000 / / 6,000

合计 45,800 39,800 277.84 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79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48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6,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44,0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50,000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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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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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星期二)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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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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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司邮箱stock@deye.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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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1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5月24日下午 14:

00-15: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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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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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和君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书剑先生

董事兼财务总监：谈最先生

独立董事：胡力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 14: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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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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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deye.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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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投资部

电话：0574-86222335

邮箱：stock@de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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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 � � � �证券简称：*ST众泰 公告编号：2022-050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并继续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泰汽车” 或“公司” ）股票将于2022年5月19日（星期

四）开市起停牌1天，并于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20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将由

“*ST众泰” 变更为“ST众泰” ，股票代码仍为“000980” 。

●公司股票交易的其他风险警示暂未撤销，仍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原因是《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中第(五)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的情形尚未完全得以消除。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一、股票种类、股票简称、证券代码、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A股

2、股票简称：由 “*ST众泰” 变更为“ST众泰”

3、股票代码：000980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年5月20日

5、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

二、公司股票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58）等内容，

公司2020年度亏损108.01亿元，2020年末净资产为-44.23亿元。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14.3.1�第（二）项规定，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公

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处理。

2、2021年6月9日，因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 ）依法受理公司重整，触及《股

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6月10日（星期四）被叠加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仍为“*ST� 众泰” ，股票代码仍为“000980”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

为 5%。 具体内容详见6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叠

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收到金华中院的《民

事裁定书》，金华中院裁定确认众泰汽车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29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7）。

因公司已顺利完成《重整计划》的执行，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

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2年1月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

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所以公司股票仍将被继续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撤销

对公司股票交易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仍处于退市风险警示状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

华审会字[2022]第304123号），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25,170,423.45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为777,749,978.7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5,

532,147.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9,073,037.70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442,356,669.19元。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7条 “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

表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本

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且不存在其

他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公司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于2022年4月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并于 2022年4月 2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公司股票原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因公司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存在公司主

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存在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3� 条、13.4� 条、13.5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2、因公司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公司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

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四）、第（六）项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开市起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五、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截至目前，公司共有30个银行账户，其中25个银行账户处于非冻结状态，3个银行账户处于冻结

状态，2个账户处于待启用状态。 目前公司对仍处于冻结状态的账户正在逐步办理解除冻结手续过程

中。 根据审计函证结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银行账户余额共计1,232,403,004.74元，其中处

于非冻结状态的账户余额共计1,216,000,152.15元，被冻结或待启用账户的余额共计16,402,852.59

元， 被冻结或待启用银行账户涉及金额占总银行账户余额比例为1.33%。 具体账户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

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公司处于冻结或待启用状态的银行账户数量较少，涉及金额占公司总银行账户余额比

例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收支造成重大影响；且上述冻结账户非公司基本存款账户，

公司可通过其他非冻结账户进行日常经营活动的收支。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已出具《上海仁盈律师事

务所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法律意见

书》。 因此，公司认为触及“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已消除。

2、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2]第304036

号），铁牛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款已彻底得到解决。 因此，公司触及“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

情形严重” 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已消除。

3、2022年4月2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公司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2]第304035号）,认为：“众泰汽车于2021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 因此，公司触及“公

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的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已消除。

4、2022年4月2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2021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25,170,423.45元，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为777,749,978.7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5,532,147.28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9,073,037.70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442,356,669.1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虽然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但因公

司及子公司于2021年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的债务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

主要银行账户冻结和资产受限的情况已解除。 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有效

增强。 2021年度审计报告未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故“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已消除。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5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

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六、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同意。 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停牌1天，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开市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将由

“*ST众泰” 变更为“ST众泰” ，股票代码仍为“000980”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七、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仅存在一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五）“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的情形未消除。 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

20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等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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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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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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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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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5月18

日上午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2年5月18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继宏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2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网

址: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1人， 代表股份2,204,483,76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48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029,297,1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03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6人，代表股份175,186,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55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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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人， 代表股份190,562,10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5,375,4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03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6人，代表股份175,186,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559％。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77,022,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43％；反对27,113,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99％；弃权347,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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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101,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896％；反

对27,113,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283％；弃权347,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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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1％。

2、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77,059,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60％；反对27,092,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90％；弃权3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138,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090％；反

对27,092,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173％；弃权3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7％。

3、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77,147,3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00％；反对27,079,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84％；弃权25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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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225,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549％；反

对27,079,2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102％；弃权25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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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0％。

4、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7,488,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55％；反对26,638,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84％；弃权3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567,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8341％；反

对26,638,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791％；弃权3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68％。

5、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77,277,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59％；反对26,876,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92％；弃权329,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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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356,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234％；反

对26,876,1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36％；弃权329,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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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30％。

6、审议《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7,453,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38％；反对26,699,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12％；弃权3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53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53％；反

对26,699,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110％；弃权3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7％。

7、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6,685,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90％；反对27,535,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91％；弃权26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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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2,764,2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4127％；反

对27,535,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497％；弃权26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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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76％。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7,287,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63％；反对26,939,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20％；弃权25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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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365,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282％；反

对26,939,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368％；弃权25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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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0％。

9、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7,025,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44％；反对27,196,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37％；弃权2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103,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907％；反

对27,196,2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716％；弃权2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77％。

10、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7,053,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57％；反对27,171,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26％；弃权25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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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13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057％；反

对27,17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586％；弃权25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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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7％。

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众泰汽车《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全

文刊载于2022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晏维、方冰清律师

张晏维律师、方冰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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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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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22年5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才延福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4人，代表股份908,593,9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563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894,034,4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41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人，代表股份14,559,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8％。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要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列席了会议，公司法律顾问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的表决结果是现场表决票和网络表决票的合计数字。

（二）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

422

0 0

12,022,

059

2,537,

100

400 906,056,481 2,537,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99.7207 0.2792 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2,059

2,537,

100

400 16,299,159 2,537,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86.5289 13.4689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2,020,

859

2,537,100 1600 906,055,281

2,537,

100

1,6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17.4257 0.0110 99.7206 0.2792 0.000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0,859 2,537,100 1600 16,297,959 2,537,100 1,6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17.4257 0.0110 86.5226 13.4689 0.0085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2,022,059 2,537,100 400 906,056,481

2,537,

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99.7207 0.2792 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2,

059

2,537,

100

400 16,299,159

2,537,

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86.5289 13.4689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1,872,

359

2,669,100 18,100

905,906,

781

2,669,

100

18,1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1.5434 18.3323 0.1243 99.7042 0.2938 0.002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1,872,359 2,669,100 18,100 16,149,459

2,669,

100

18,1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1.5434 18.3323 0.1243 85.7342 14.1697 0.096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0,378,911.90元，期初

未分配利润63,481,401.70元，期末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513,860,313.60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0.17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75元。 2021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540,258,421.81元，年初未分配利润-1,380,415,382.24元，2021�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40,156,960.43元。 公司2021年度拟不分配股利，不转增股本。

5.《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2,022,

059

2,537,100 400 906,056,481

2,537,

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99.7207 0.2792 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2,059 2,537,100 400 16,299,159

2,537,

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86.5289 13.4689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公司2022年度融资计划》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2,014,

859

2,543,100 1,600 906,049,281

2,543,

100

1,6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221 17.4669 0.0110 99.7199 0.2799 0.000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14,859 2,543,100 1,600 16,291,959

2,543,

100

1,6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221 17.4669 0.0110 86.4907 13.5008 0.0085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融资计划》。 同意公司2022年度对外融资发生总额不超过377.49亿元。

7.《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2,020,

859

2,537,100 1,600 906,055,281

2,537,

100

1,6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17.4257 0.0110 99.7206 0.2792 0.000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0,

859

2,537,

100

1,600 16,297,959

2,537,

100

1,6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17.4257 0.0110 86.5226 13.4689 0.0085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 2022年公司计划总投资为593,285.47万元，其中基本建设计划投资453,334.92万

元（新能源项目404,348万元、综合智慧能源项目40,986.92万元、水电项目8,000万元）；并购计划投资74,711.05万元（综合智慧能

源项目72,458.05万元、少数股东权益并购2,253万元）；技术改造43,033.06万元（火电项目32,030万元、新能源项目11,003.06万

元）；科技与信息化建设22,206.44万元（科技开发投资18,250.53万元、信息化投资3,955.91万元）。

8.《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 ）和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林能投” ）回避了表决。

国家电投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吉林能投是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 国家电投的全资、控股公司合计持有国家

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100%的股权，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家电投持有公司股票158,884,995股，吉林能投持有公司股票730,872,327股，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0,710,

659

3,848,500 400 14,987,759

3,848,

5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73.5644 26.4328 0.0027 79.5670 20.4309 0.002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0,710,659

3,848,

500

400 14,987,759

3,848,

5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73.5644 26.4328 0.0027 79.5670 20.4309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该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存款、信贷、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

9.《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回避了表决。

国家电投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吉林能投是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 国家电投的全资、控股公司合计持有财务

公司100%的股权，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家电投持有公司股票158,884,995股，吉林能投持有公司股票730,872,327股，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0,709,

459

3,849,700 400 14,986,559

3,849,

7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73.5562 26.4410 0.0027 79.5606 20.4373 0.002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0,709,459

3,849,

700

400 14,986,559

3,849,

7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73.5562 26.4410 0.0027 79.5606 20.4373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度在财务公司结算户

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90亿元人民币（其中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授信总额不超

过100亿元人民币。

10.《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回避了表决。

国家电投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吉林能投是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 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中电投融和控股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租赁司” ）65%的股权，公司与融和租赁同受国家电投控制。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家电投持有公司股票158,884,995股，吉林能投持有公司股票730,872,327股，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2,

059

2,537,100 400 16,299,159

2,537,

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86.5289 13.4689 0.002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2,

059

2,537,

100

400 16,299,159

2,537,

100

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716 17.4257 0.0027 86.5289 13.4689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管单位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开展金额不超过50亿元的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

11.《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1.1《关于采购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煤炭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回避了表决。

国家电投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持有其母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直接持有其58.39%的股权，为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能源” ，原名称为：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扎哈淖尔是电投能源的控股子公司，电投能源持有其98%的股权。 公司与电投能源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家电投持有公司股票158,884,995股，吉林能投持有公司股票730,872,327股，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

100

0 0

12,020,

859

1,369,

202

1,169,498 16,297,959

1,369,

202

1,169,498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9.4041 8.0325 86.5226 7.2688 6.208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

100

0 0 12,020,859 1,369,202

1,169,

498

16,297,959 1,369,202 1,169,498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9.4041 8.0325 86.5226 7.2688 6.2086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采购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煤炭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采购原煤，预计2022年采购金额不超过220,000万元。

11.2《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露天矿煤炭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国家电投和关联方吉林能投回避了表决。

国家电投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吉林能投是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 国家电投持有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音华煤业” ）母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

露天矿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分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电公司” ）为国

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与白音华煤业、煤电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家电投持有公司股票158,884,995股，吉林能投持有公司股票730,872,327股，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0,

859

1,369,

202

1,169,

498

16,297,959

1,369,

202

1,169,498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9.4041 8.0325 86.5226 7.2688 6.208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20,

859

1,369,

202

1,169,498

16,297,

959

1,369,202 1,169,498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633 9.4041 8.0325 86.5226 7.2688 6.2086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露天矿煤炭的议

案》，同意公司从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露天矿采购原煤，预计2022年采购

金额不超过90,000万元。

12.《关于选举徐祖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34,422 0 0

12,016,

059

2,537,100 6,400

906,050,

481

2,537,

100

6,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304 17.4257 0.0440 99.7201 0.2792 0.000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7,100 0 0 12,016,059

2,537,

100

6,400 16,293,159

2,537,

100

6,4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2.5304 17.4257 0.0440 86.4971 13.4689 0.0340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徐祖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徐祖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3.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亚峰、刘晓航

3.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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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812� � � � � �证券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2022-026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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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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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19日(星期四)至05月25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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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邮箱：ncpcdshbgs@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04月28日发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26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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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6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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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张玉祥先生

总经理：刘新彦先生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常志山先生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李建军先生

独立董事：刘骁悍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将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9日(星期四)至05月25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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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cdshbgs@163.com向

公司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1年度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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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军

联系电话：0311-85992039

邮箱：ncpcdshbgs@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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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2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通联 公告编号：2022-031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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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30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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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3日(星期一)至05月27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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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邮箱zqb@xtl.sh.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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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30日下午15:00-16:00

召开2021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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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及利润分配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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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30日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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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总经理：曹文洁女士

董事会秘书：徐宏菁女士

财务总监：何再权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3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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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3日(星期一)至05月27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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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b@xtl.sh.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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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电话：021-36535008

邮箱：zqb@xtl.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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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088� � � � � � � �证券简称：冠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2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监事郑昌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监事李智月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4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5月18日，郑昌伦先生、李智月女士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时间已超过减持计划时间的一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昌伦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41,000 0.1453% IPO前取得：241,000股

李智月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40,000 0.1447% IPO前取得：2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监事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郑昌伦 0 0%

2022/2/18 ～

2022/5/18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241,000 0.15%

李智月 0 0%

2022/2/18 ～

2022/5/18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240,000 0.1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监事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划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比例很低，系因公司监事个人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日，郑昌伦先生、李智月女士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他们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等因素选择是

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31� �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2-026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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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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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

●征集问题方式：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至5月2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2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27日下午15:00-16:

3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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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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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7日 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董事长杨树先生，董事、总经理倪平波先生，独立董事刘利剑先生，董事会秘书肖劲松先生，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孙辉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9日（星期四）至05月26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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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27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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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定娟

联系电话：028-87333131

联系邮箱：zqglb@sgi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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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