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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利德科技（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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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北一路6号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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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6,324,3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6,32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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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06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洪少俊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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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建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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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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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16,687 99.9884 7,628 0.011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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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16,687 99.9884 7,628 0.011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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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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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16,687 99.9884 7,628 0.0116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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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674,987 99.9449 3,128 0.0551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670,487 99.8656 7,628 0.1344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670,487 99.8656 7,628 0.13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议案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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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弛、黄柳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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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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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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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2年

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仲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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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42,

680,5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908%。

其中：通过现场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2,656,04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48.063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2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16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1.31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38,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28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276％。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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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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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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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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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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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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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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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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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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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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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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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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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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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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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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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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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3％；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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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联股东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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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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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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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680,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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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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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仲明先生、孙明铭先生、焦健女士、于明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仲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2.02.候选人：选举孙明铭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2.03.候选人：选举焦健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2.04.候选人：选举于明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仲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13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8%。

12.02.候选人：选举孙明铭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13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8%。

12.03.候选人：选举焦健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13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8%。

12.04.候选人：选举于明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13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8%。

表决结果：仲明先生、孙明铭先生、焦健女士、于明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管建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3.02.候选人：选举张平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3.03.候选人：选举解万翠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管建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138,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7%。

13.02.候选人：选举张平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138,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937%。

13.03.候选人：选举解万翠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138,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937%。

表决结果：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1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宁文红女士、曲俊宇先生、赵先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宁文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5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4.02.候选人：选举曲俊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5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14.03.候选人：选举赵先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 42,656,045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宁文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8,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7%。

14.02.候选人：选举曲俊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8,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7%。

14.03.候选人：选举赵先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8,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7%。

表决结果：宁文红女士、曲俊宇先生、赵先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219� � � �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2-035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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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5月18日，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加通讯形

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与会董事一致推

举董事仲明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仲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于明洁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张法倡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聘任王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聘任田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张剑春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程相伟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松涛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仲明先生、孙明铭先生、张平华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仲明先生任战略委员会主任；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选举仲明先生、管建明先生、解万翠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管建明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3）选举孙明铭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解万翠女士任提名委员会主任；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4）选举仲明先生、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平华先生任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阎俊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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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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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5月18日，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形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监

事宁文红女士担任会议主持人。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讨论和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8、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宁文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为

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219� � � �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2-037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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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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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换届

选举等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选举

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相关议

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仲明先生

非独立董事：仲明先生、孙明铭先生、焦健女士、于明洁先生

独立董事：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

公司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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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

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仲明、孙明铭、张平华，其中张平华为独立董事，仲明为主任委员。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仲明、解万翠、管建明，其中解万翠和管建明为独立董事，管建明为专业会计

人员，管建明担任主任委员。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孙明铭、解万翠、张平华，其中解万翠和张平华为独立董事，解万翠为主任委

员。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仲明、管建明、张平华，其中管建明和张平华为独立董事，张平华为主

任委员。

以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四、第十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宁文红女士

非职工代表监事：曲俊宇先生、赵先民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李江先生、周乐成先生

最近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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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

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职

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

监事会中不存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五、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情况

总经理：于明洁先生

副总经理：张法倡先生、王正先生、田健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剑春女士

财务总监：程相伟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张松涛先生

内部审计负责人：阎俊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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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查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张剑春女士、 张松涛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532-84633589

邮箱：ir@qdfood.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附件

仲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工程师。 1982年5月至

1985年10月任青岛食品厂分厂电工；1985年10月至1992年10月任青岛食品厂团委干事、团委副书记；1992年

11月至1995年4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任青岛食品股份劳动人事

部副部长；1996年1月至1998年5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贯标办主任；1998年5月至

1999年12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1999年12月至2001年5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01年5月至2010年2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2010年2月至2017年

9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兼任青岛青食有限公司负责人、党支部书记；2014年7

月至2017年9月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青岛青食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9月至2021年4月

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青岛青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

经理； 2017年9月至2020年8月任安顺青食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至2021年12月任青岛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青岛青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1年12月至今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董事长；青岛青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总经理。

于明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81年9月出生，博士学历。2012�年 8�月至 2017�年 9�月青

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资本运营三部主任科员、部长助理、战略发展与投资策划部主

任科员；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青岛华通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资部部门负责人；2018年5月至2019年

12月青岛华通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资部部长、 综合部负责人；2020年1月至 2021年6月公司任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2021年6月至2021年12月公司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2021年12月至今公司任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张法倡，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统计师，人力资源管理师。 1981年

8月至1992年10月任青岛食品厂计划科统计员；1992年11月至1995年5月任公司计划科副科长；1995年6月至

1996年8月任公司食品厂副厂长；1996年9月至1999年3月任公司计划调度中心副部长；1999年4月至2002年3

月任公司生产部部长；2002年4月至2015年1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15年2月至2018年4月任公司纪委

书记、监事；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王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72�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6年9月至2001�年 2�月历任公

司见习生、动力科科员、基建设备科副主管、工程部副部长；2001� 年 2� 月至 2010� 年 9� 月任青岛青食有限

公司管理部副部长；2010年9月至 2016�年 7�月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2016年7月至 2018年4月， 历任青岛

华通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行协调部主任科员、综合管理部副部长；2018年4月至 2021年11月历任青岛华

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一室主任科员、华通集团纪委副部级专员、华通集团纪委委

员、 华通集团纪委监督检查部部长；2021年11月-2021年12月公司党委委员；2021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

田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86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8年7月至2013年3月，雀巢（中

国）有限公司历任管培生、渠道销售经理；2013� 年3月至 2015� 年9月，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任大客户

销售经理；2015�年9月至2019�年9月，惠氏营养品（上海）有限公司任区域经理；2019� 年9月至 2021年1月，

荷兰菲仕兰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任大区经理。 2021年7月-2021年12月公司负责市场营销部工作；2021

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剑春，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工程师。1989年8月至1992

年10月任青岛食品厂沧口分厂设备管理员、 能源管理员；1992年11月至2005年10月任公司沧口分厂设备管

理员、 能源管理员；2005年10月至2010年6月任公司市场部信息科副科长；2010年6月至2010年9月任公司市

场部信息科副科长、监事；2010年9月至2014年9月任公司财信部副部长、监事；2014年9月至2016年6月任公

司工会副主席、监事；2016年6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工会副主席；2017年7月-2022

年1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战略发展部部长，2022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程相伟，男，198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06年8月至2016年6月，历任青岛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分析管理业务主管、全面预算管理业务经理；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任青岛精锐达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1月至2022年2月任凯诺（青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凯诺建设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22年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张松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2007年7月至2018年1

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客户经理、国际业务部经理、公司部经理；2018年2月至2019年5

月，任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2019年6月至2021年1月，任未来现实海囤科

技（青岛）有限公司投融资总监；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信贷业务二部

负责人；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

阎俊，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8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1986年12月-1993年

1月青岛乳胶厂工人；1993年2月-1995年11月任万事达工贸发展总公司办事员；1995年12月至2021年12月历

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 审计科长；2022年1月至今任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务风控

部高级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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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况；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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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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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基地丰贤中路7号北科现代制造园孵化楼B座二层科美

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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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2,279,6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2,27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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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0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0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临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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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黄燕玲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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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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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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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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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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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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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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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246,617 99.9878 33,000 0.012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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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246,617 99.9878 33,000 0.012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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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246,617 99.9878 33,000 0.012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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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72,265,617 99.9948 14,000 0.0052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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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9,000 57.5758 14,000 42.4242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9,000 57.5758 14,000 42.4242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0 0.0000 33,000 10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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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海平、张荣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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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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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税务处理决定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5.1条、第9.5.2条和第

9.5.3条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本次税务处理决定中要求泰兴凤凰补缴契税及滞纳金事项，公司已邀请专业机构进一步分析论证，并

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依法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

司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款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对前期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补缴税款及滞

纳金计入支付当期的损益。 公司补缴契税后，预计减少2022年半年度净利润约23603688.87元。

4、由于滞纳金的起算时点尚需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最终确定，暂时无法计算滞纳金的金额，待滞纳金的金

额确定后公司将做进一步的披露说明，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泰兴市凤凰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

凤凰” 或“你公司” ）于近期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泰兴市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泰兴税处[2022]02号）

（以下简称“《税务处理决定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税务处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具体情况

经查明，你公司2013年6月3日与泰兴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鼓楼北路

西侧根思路南侧1、2号地块及鼓楼北路西侧、大庆西路北侧地块土地使用权，同年6月26日你公司只按实际支

付的土地出让金申报缴纳了契税， 对附带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及商业用房部分未作为成交价格的一部分

纳入土地契税的征收范围，未按照税法规定申报缴纳契税。

（二）处理决定

我局认为，你公司受让鼓楼北路西侧、根思路南侧1、2号地块及鼓楼北路西侧、大庆西路北侧地块土地使

用权共附带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102900平方米．商业用房12100平方米的行为，按照《江苏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应当将这部分交付的实物作为成交价格的一部分，纳入

土地契税征收范围， 参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以项目换土地等方式承受土地使用权有关契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 (2002)1094号）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同时根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办法》第十二条及《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契税纳税期限的公告》(苏地税规(2015)3

号），契税核定的期限为纳税人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证明的时间点，你单位南北地块分别于2015年5月和

2016年9月确权，2019年9月接受税务检查，检查人员次月提出应补充申报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及商业用房

这部分的契税，因你单位有异议，一直未申报缴纳，应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缴纳契

税。 经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托评估，以2013年6月3日为基准日，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及商

业用房评估价合计786789629元，应核定征收契税23603688.87元，你公司应申报补缴契税23603688.87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泰兴市税务局纳服大厅（鑫泰大厦）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

缴纳入库（账号：1115871711200311046），并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税务处理决定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5.1条、第9.5.2条和第

9.5.3条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就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中要求泰兴凤凰补缴契税及滞纳金事项，公司已邀请专业机构进一步分析论证，

并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依法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

司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款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对前期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补缴税款及滞

纳金计入支付当期的损益。 公司补缴契税后，预计减少2022年半年度净利润约23603688.87元。

4、由于滞纳金的起算时点尚需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最终确定，暂时无法计算滞纳金的金额，待滞纳金的金

额确定后公司将做进一步的披露说明，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以更积极的态度做好各方面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06�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2-02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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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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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58号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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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6,84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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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4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书良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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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木俣秀樹、樊启才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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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周方平出席了会议；财务负责人郑直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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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90,212 99.9704 356,100 0.0296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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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90,212 99.9704 356,100 0.0296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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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90,212 99.9704 356,100 0.0296 0 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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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90,212 99.9704 356,100 0.029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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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617,212 99.9810 226,100 0.0187 3,000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487,212 99.9702 356,100 0.0295 3,000 0.0003

7、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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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87,212 99.9702 359,100 0.029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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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4,487,212 92.5902 356,100 7.3478 3,000 0.0620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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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553,900 99.8100 2,292,412 0.19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4,490,212 92.6521 356,100 7.3479 0 0.0000

2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4,487,212 92.5902 356,100 7.3478 3,000 0.0620

3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487,212 92.5902 356,100 7.3478 3,000 0.06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 议案9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孙紫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