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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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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高红飞先生、樊玉雯女士的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高红飞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樊玉雯女士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职务。 高红飞先生、樊玉雯女士已确认与公司

董事会及管理层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任何有关的事项须提请公司及公司股东注意。 高红飞先生、樊玉雯女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

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高红飞先生、樊玉雯女士在任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2年5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高红飞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樊玉雯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职务；同意聘任陈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职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陈辉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陈辉先生简历

陈辉 男，1970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

财务总部副总经理，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五矿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委员；现任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学习经历：

1988年8月-1992年8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毕业；

2010年9月-2012年6月 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在职研究生班学习毕业。

工作经历：

1992年8月-1997年12月 五矿总公司中国矿产进出口公司职员；

1997年12月-1999年7月 五矿总公司中国矿产进出口公司财务部部门副经理(副科长)；

1999年7月-2000年4月 五矿总公司中国矿产进出口公司财务部部门经理(正科)；

2000年4月-2001年5月 五矿总公司财务总部会计部部门经理；

2001年5月-2002年9月 五矿龙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

2002年9月-2009年12月 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2004.01更名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财务总部副总经理；

2010年1月-2013年4月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

2013年4月-2015年10月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2015年10月-2017年6月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7年6月-2022年4月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委员；

2022年4月至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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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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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A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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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64,64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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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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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朱可炳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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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敏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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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103,112 99.4543 14,533,659 0.5454 5,10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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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102,612 99.4543 14,534,159 0.5454 5,100 0.000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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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650,115,012 99.4548 12,807,059 0.4806 1,719,800 0.0646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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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79,255 96.3090 12,926,819 3.2575 1,719,800 0.4335

5、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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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320,212 99.4250 15,316,559 0.5748 5,100 0.000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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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118,612 99.4549 12,803,459 0.4804 1,719,800 0.0647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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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371,623,020 89.0034 293,013,851 10.9963 5,0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利用部分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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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79,355 96.3090 14,414,819 3.6325 231,700 0.058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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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101,412 99.4543 12,820,659 0.4811 1,719,800 0.0646

10、议案名称：《关于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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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31,835 96.3979 12,405,839 3.1262 1,888,200 0.4759

1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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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368,512 99.4643 14,104,959 0.5293 168,400 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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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533,039,070 97.3448 14,533,659 2.6541 5,100 0.0011

2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533,038,570 97.3448 14,534,159 2.6542 5,100 0.0010

3

《关于 〈公司2021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33,050,970 97.3470 12,807,059 2.3388 1,719,800 0.3142

4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82,179,255 96.3090 12,926,819 3.2575 1,719,800 0.4335

5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的议案》

532,256,170 97.2019 15,316,559 2.7971 5,100 0.0010

6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533,054,570 97.3477 12,803,459 2.3381 1,719,800 0.3142

7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54,558,978 46.4881 293,013,851 53.5109 5,000 0.0010

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利用

部分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

382,179,355 96.3090 14,414,819 3.6325 231,700 0.0585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的议案》

533,037,370 97.3445 12,820,659 2.3413 1,719,800 0.3142

10

《关于五矿资本股份有限

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

协议〉的议案》

382,531,835 96.3979 12,405,839 3.1262 1,888,200 0.4759

11

《公司2021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533,304,470 97.3933 14,104,959 2.5758 168,400 0.03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无

2、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名称：议案4《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利用部分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议案10《关于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117,064,042股

回避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名称：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50,751,955股

回避情况：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美娜、杨柳怡

1、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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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新增旗下部分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攀赢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2年5月19日起新增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2年5月1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海攀赢基金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投、转换等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000739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01297 平安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1515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4 001609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5 001610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6 00166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7 002282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 002304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9 002450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 002451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1 002598 平安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 002599 平安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 002795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 002988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5 003024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6 003032 平安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7 003486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 003568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9 003626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20 004403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21 004404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22 004630 平安合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3 004632 平安合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4 004825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5 004960 平安合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6 005077 平安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7 005113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28 005114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29 005127 平安合正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0 005639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31 005640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32 005766 平安合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3 005868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34 005869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35 005884 平安合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6 005895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7 005896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8 005897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9 005971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40 006016 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41 006097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42 006214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43 006215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44 006222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45 006264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46 006316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47 006412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48 006433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49 006457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50 006458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51 006544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52 006717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53 006720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54 006721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55 006851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56 006889 平安惠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57 006986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58 006987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59 006988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0 006997 平安惠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61 007019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62 007032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63 007033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64 007048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65 007049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66 007053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7 007054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8 007055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9 007082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70 007083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71 007158 平安合盛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72 007196 平安惠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73 007238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74 007239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75 007447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76 007645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77 007646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78 007647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类份

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79 007663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0 007859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1 00786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

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2 007893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3 007894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4 007925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5 007936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86 007953 平安惠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87 007954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88 008461

平安盈丰积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89 008462

平安盈丰积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0 008594 平安合润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1 008595 平安惠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2 008596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3 008597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4 008690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5 008691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6 008692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7 008695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98 008696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99 008726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0 008727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1 008912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2 008913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3 008949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4 008950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5 009008 平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6 009009 平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7 00901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8 009013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09 009053 平安合庆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0 009148 平安合聚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1 009166 平安合享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2 009227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3 009228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4 009229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5 009336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16 009337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17 009403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18 009404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19 009405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0 009406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1 009453 平安合兴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22 009509 平安惠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23 009661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4 009662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5 009671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6 009672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7 009721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8 009722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29 009878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0 009879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1 010035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2 010048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I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3 010056 平安瑞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34 010057 平安瑞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35 010126 平安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6 010127 平安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7 010239 平安瑞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38 010240 平安季季享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39 010241 平安季季享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0 010242 平安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1 010243 平安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2 010244 平安瑞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43 010643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25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44 010651 平安双季增享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5 010652 平安双季增享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6 011176 平安恒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47 011392 平安兴鑫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48 011557 平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49 011684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50 011761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1 011762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2 011808 平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3 011828 平安睿享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4 011829 平安睿享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5 012418 平安合进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56 012441 平安惠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57 012475 平安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8 012476 平安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59 012698

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60 012699

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61 012722

平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62 012723 平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63 012909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

（FOF）（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64 012910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

（FOF）（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65 012917 平安优势领航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66 012918 平安优势领航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67 012931 平安双季盈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68 012932 平安双季盈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69 012959

平安盈悦稳进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0 012960

平安盈悦稳进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1 012985 平安优势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2 012986 平安优势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3 013023 平安均衡优选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74 013024 平安均衡优选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75 013343

平安盈欣稳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A类

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6 013344

平安盈欣稳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C类

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7 013375

平安元鑫12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78 013376

平安元鑫12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79 013687 平安成长龙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80 013688 平安成长龙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81 013765 平安恒泰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2 013766 平安恒泰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3 013767 平安价值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4 013768 平安价值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5 013864

平安元泓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

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6 013865

平安元泓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

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7 013873

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8 013874

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89 014081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90 014082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91 014461 平安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92 014645

平安盈禧均衡配置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93 014646

平安盈禧均衡配置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94 014811 平安兴奕成长1年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95 014812 平安兴奕成长1年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96 015078 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197 700002 平安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98 700004 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开通 参加

注:�上表中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

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

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

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

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上海攀赢基金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

归上海攀赢基金所有，请投资者咨询上海攀赢基金。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

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上海攀赢基金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

据上海攀赢基金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上海攀赢基金的活动公告为准，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网址：www.pytz.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00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华网安 公告编号：2022-023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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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国华网安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2年4月28日、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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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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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

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周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B座2206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1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

6.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7.00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8.00

关于收购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

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

相关事项的议案

√

10.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以下议案为等额选举

11.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1.01 关于选举黄翔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李琛森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陈金海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4 关于选举梁欣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5 关于选举吴涤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6 关于选举刘多宏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2.01 关于选举肖永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仇夏萍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3 关于选举钟明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3.01 关于选举黄亚琪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13.02 关于选举李钰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议案8、9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对议案8、9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1）彭瀛、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郭训平、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控股股东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李映彤女士为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一致行动人，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二）披露情况：以上提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听取事项

听取2021年度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2022年5月13日15:00收市后本公司股东名册，

（1）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3）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2年5月20日（周五）开会前半个小时。

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B座2206会议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欣 阮旭里

联系电话：（0755）83521596� � � � � � � � � � �联系传真：（0755）83521727

5.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1：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04” ，投票简称为“国华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

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表二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1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1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如表一提案1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1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

6.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7.00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8.00

关于收购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

10.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以下议案为等额选举

11.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1.01

关于选举黄翔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李琛森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陈金海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4

关于选举梁欣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1.05

关于选举吴涤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6

关于选举刘多宏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2.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2.01

关于选举肖永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仇夏萍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2.03

关于选举钟明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3.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3.01

关于选举黄亚琪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

13.02

关于选举李钰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至：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00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国华 公告编号：2022-033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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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2-023），经事后核对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附件2授权委托书的部分议案名称与正文“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不一

致，现将附件2授权委托书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更正前：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1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

6.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7.00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8.00

关于收购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

10.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1.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1.01

关于选举黄翔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李琛森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陈金海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1.04

关于选举梁欣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1.05

关于选举吴涤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6

关于选举刘多宏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2.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2.01

关于选举肖永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仇夏萍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2.03

关于选举钟明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3.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3.01

关于选举黄亚琪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

13.02

关于选举李钰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

二、更正后：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1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

6.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7.00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8.00

关于收购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

10.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以下议案为等额选举

11.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1.01

关于选举黄翔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李琛森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陈金海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4

关于选举梁欣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1.05

关于选举吴涤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1.06

关于选举刘多宏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2.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2.01

关于选举肖永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仇夏萍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2.03

关于选举钟明霞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3.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3.01

关于选举黄亚琪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

13.02

关于选举李钰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更正内容仅为授权委托书中议案名称的变更，不涉及股

东大会各项表决议案的内容，不影响投资者作出投票决策。 更正后的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3）与本公告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对上述变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1091 证券简称：深城交 公告编号：2022-025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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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7,871.04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的现金管理类产品， 有效期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

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近日公司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主要情况

公司于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参考年化收益率

1

交通银行深

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7�天（黄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0 2022/5/16 1.85%-3.0%

2

交通银行深

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63�天（黄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700.00 2022/5/16 1.85%-3.05%

3

交通银行深

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5�天（黄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2,700.00 2022/5/16 1.85%-3.10%

4

交通银行深

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186�天（挂钩汇率

看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0.00 2022/5/16 2.05%-3.15%

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就该事项

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针对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资产品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明确好投资

产品的金额、品种、期限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做好财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

向，在上述投资理财产品期间，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

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投资理财产品与保管情况的审计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

开展内部审计。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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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影

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通过适度现

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尚未到期的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参考年化收益率

1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4�天（黄金挂钩

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900.00 2022/3/11 1.85%-3.15%

2

浦发银行

深圳分行

“活期存款市场化报价” 业

务协议

保本浮动收益

型

账户余额（资金可

随时支取）

2022/3/14 2.5%

3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4�天（黄金挂钩

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4,000.00 2022/4/8 1.85%-3.15%

4

浦发银行

深圳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3223

期（3个月网点专属B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00 2022/4/15

1.40%-3.1%-3.

3%

5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7�天（黄金挂钩

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 2022/5/16 1.85%-3.0%

6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63�天（黄金挂钩

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700.00 2022/5/16 1.85%-3.05%

7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5�天（黄金挂钩

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2,700.00 2022/5/16 1.85%-3.10%

8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186�天（挂钩汇率

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0.00 2022/5/16 2.05%-3.15%

2、到期/赎回的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赎回日

收益

（万元）

1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84天（黄金挂

钩看涨）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4,200.00 2021/11/10 2022/5/13 1,051.82

2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21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700.00 2022/4/18 2022/5/9 2.54

3

交通银行

深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17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400.00 2022/4/18 2022/5/5 3.96

六、备查文件

1、银行理财产品相关的认购资料；

2、银行理财产品相关的收益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70� 证券简称：*ST科 迪 公告编号：2022-041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陈述申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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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陈述申辩材料，如果陈述申辩材料未被采信，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仍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一、提交陈述申辩的背景及情况

公司 2020�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2020�年 6�月 29�日、 2021�年 5�月 6�日起分别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及“退市

风险警示” 。

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触及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第 9.3.11�条第一款第（三）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公司于 2022�年 5�月 4�日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2〕第 143�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5�

月 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关于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号）。

二、风险提示

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第一款第（三）

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18�日

证券代码：603058� � � � � � � �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公告编号：2022-056

转债代码：113646� � � � � � � �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停牌核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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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价格自2022年5月17日上市，开盘涨幅达50%，触及临时

停牌，当日收盘涨幅276.16%。 2022年5月17日至2022年5月18日期间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290.96%，累计换手率约为1602.61%；期间

公司股价累计涨幅为-1.38%，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变动严重偏离正股走势。鉴于近期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永吉转债，转债代码：113646）自2022年5月19日开市起停牌核查，期间公司股

票正常交易。 公司将尽快披露核查结果并申请可转换公司债券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