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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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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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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宝钢股份” ）《公司章程》第112

条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

定认可的其他人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公司章程》第117条第二款规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有董事，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则可形成有效决议。

根据邹继新、盛更红、姚林龙、周学东董事提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书

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

公司于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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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调整董事会授权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相关权限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进一步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有效

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公司按照相关程序修订了《公司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依法依

规落实董事会职权，并调整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的相关权限。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二）批准《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1年公司搭建ESG管治架构后，相关工作有序推进。 结合ESG管治要求，参照国内

外优秀同业的做法，对《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中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相关条款进行

新增和修订，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董事会成员价值，助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三）批准《关于修订〈对外捐赠、赞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加强子企业董事会职权有关事项的通知》 相关要

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订《对外捐赠、赞助管理办法》，合理确定捐赠规模。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四）批准《关于制订〈负债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加强负债管理，公司制订《负债管理制度》，全面加强公

司资产负债率、债权性融资业务、委托贷款行为的管理，进一步防范筹资成本过高、资金使

用效率低下等风险，规范各类债权性融资行为。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五）批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加强融资担保管理，公司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完

善对外担保业务全流程管理，进一步强化对外担保的管理。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六）批准《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选聘工作办法〉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 依法合规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选聘职权， 公司制订

《经理层成员选聘工作办法》。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七）批准《关于制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收入分配管理，落实董事会对职工工资分配权，公司制

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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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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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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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156条规定，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

会会议。

根据朱永红监事、黎楚君监事的提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书面投票表

决的方式召开临时监事会。

公司于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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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调整董事会授权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相关权限的议案” 的

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二）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三）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修订《对外捐赠、赞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四）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制订《负债管理制度》的议案”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五）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六）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选聘工作办法》的议案”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七）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制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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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石世苑股权出让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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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让金石世苑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以33,327.95万元向关联方南通

市益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出让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简称“金石世苑” ）全部股权。

有关情况请参阅公司2022年5月13日、2022年6月1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关于出让金石世苑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全部交易款，金石世苑股权已过户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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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南充世纪城、淮南兴南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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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501.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214.39%，请投

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南充世纪城（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充世纪城” ）提供担保事

宜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充世纪城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平安信托” ）借款21,13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质押其持有的重庆南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重庆南佑” ）100%股权，重庆南佑

抵押其持有的重庆大渡口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为有关融资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同

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23,243万元。

2、为淮南市兴南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淮南兴南”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淮南春风南岸项目发展，公司持股70%的子公司淮南兴南向鲲鹏（天津）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鲲鹏保理” ）申请7,000万元保理融资，期限6个月。 公司及公司全

资子公司合肥丰庆置业有限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7,000万元。

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金中盛等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2021年10月30日和11月16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为深圳金中盛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和《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

权益

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

担保额度

审议情况

是否

关联

担保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

金额

（万

元）

占公司最

近一期股

东权益比

例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南充世纪城

100

%

88.60% 0

4,464,

175注1

23,

243

0.99% 23,243

4,440,932

注1

2021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否

淮南兴南 70% 67.60% 0

1,469,

073注2

7,000 0.30% 7,000

1,462,073

注2�

合计 0

5,933,

248

30,

243

1.29% 30,243 5,903,005 - -

注1：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2：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充世纪城（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4月15日

注册地点：南充市顺庆区清泉坝中南城一区4号楼3层306号

法定代表人：吴锐

注册资本：人民币19,619.6196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1年度

（经审计）

302,369.42 269,172.44 33,196.98 1,108.74 -3,968.30 -3,428.49

2022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303,722.07 269,105.22 34,616.84 -90.31 -13.86 -10.17

2、淮南市兴南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22日

注册地点：淮南市田家庵区山南新区淮河大道西侧广弘城14栋-23栋商业124

法定代表人：鞠文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

公司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1年度

（经审计）

128,258.58 84,906.99 43,351.59 17.89 -2,022.44 -1,515.60

2022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131,674.31 89,006.68 42,667.63 0 -182.12 -182.12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南充世纪城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重庆

南佑100%股权， 重庆南佑抵押其持有的重庆大渡口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为有关融资提供

本息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同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息金额23,243万元。

（2） 担保范围： 南充世纪城在有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对平安信托所负有的全部主债

务；因南充世纪城未履行其在有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义务、责任而给平安信托造成的直

接或间接损失以及应付平安信托的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

（3）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为淮南兴南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丰庆置业有限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7,000万元。

（2）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综合费用、服务费、保证

金、鲲鹏保理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差旅费、执行费、拍卖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过户费、查询费、

鉴定费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目前上述公司经营正常，

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 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01.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214.39%。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92.4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39.49%；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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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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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

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收到有效表决票

9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户用光伏

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控股子公司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下属部分户用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出售的相关事项，授权转让的项目公司

股权所涉及户用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不超过4,500MW，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司 《正泰电器关于授权公司管

理层办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司《关

于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关联董事南存辉、朱信敏、张智寰、陆川、林贻明、南尔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最高授信额度为本外币合计人民币5亿元整， 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 票据承

兑、票据贴现、出口商业发票贴现、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保函等融资业务及国际结算、外

汇资金业务、网上银行等中间业务，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该项业务，有效期自董事会

决议之日起2年。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最

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的项目贷款， 用于公司工业电器关键零部件先进制造基地项

目建设，贷款期限为自授信合同签订之日起5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该项业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77� �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2022-042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户用光伏发

电系统资产出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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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控股

子公司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下属部分户用光伏

电站项目公司股权出售的相关事项，授权转让的项目公司股权所涉及户用光伏电站总装机

容量不超过4,500MW，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该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授权事项概述

为践行公司“高科技、轻资产、平台化、服务型” 的战略部署，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模式

与资产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拟根据战略规划以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出售部

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 为提高决策效率，2022年6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议案》，董事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正泰安能下属部分户用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出售的相关事项，授权转让

的项目公司股权所涉及户用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不超过4,500MW，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本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授权的基本情况

1、授权出售的交易标的

本次授权出售的交易标的为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下属的户用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涉及影响转让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授权额度及授权期限

本次授权额度为总装机容量不超过4,500MW的户用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授权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超出上述授权额度范围的交易，公司

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3、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管理层洽谈合适的交易对象，并协商交易方式、交易价格；

（2）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交易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3）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交易内部及外部审批事项；

（4）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交易交割有关事项等。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符合公司“高科技、轻资产、平台化、服务型” 的战略

部署，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模式与资产结构，加快公司户用综合能源管理业务发展速度。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资产出售的相关事项，有利于提升决策效率，尽快推动交易

达成，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出售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预计将对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当年的净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公司将在后续交易达成后披露上述交易的进展公告以及对公司的具体影响情况。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仅为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正泰安能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相关事项，具

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根据出售

事项的进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2022-02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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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6月28日

收到董事王尔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尔璋先生因到龄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 辞职生效后，王尔璋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王尔璋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王尔璋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选举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王尔璋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18�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6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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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过线上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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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90,02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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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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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顾金山先生主持。 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实际

并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政策，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线上方式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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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白景涛先生、王海民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孙力干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丁向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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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6,185,910 99.9806 3,236,296 0.0164 600,000 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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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6,185,910 99.9806 3,236,296 0.0164 600,000 0.0030

3、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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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5,705,210 99.9782 3,716,996 0.0188 600,000 0.0030

4、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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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9,690,710 99.9983 331,496 0.0017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年度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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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9,667,610 99.9982 354,596 0.001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全年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9,859,910 99.9992 162,296 0.0008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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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6,185,910 99.9806 3,236,296 0.0164 600,000 0.0030

8、 议案名称：2021年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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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9,346,210 99.9966 675,996 0.003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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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1,920,598 99.8075 36,398,808 0.1839 1,702,800 0.0086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国际港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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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9,346,210 99.9966 675,996 0.003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和更换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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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王秀峰 19,766,024,022 99.8787 是

11.02 张乙明 19,776,644,332 99.9324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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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轩 19,781,080,262 99.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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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84,949,278 99.8838 331,496 0.1162 0 0.0000

6

关于预计2022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

贷款业务全年额度的议案

285,118,478 99.9431 162,296 0.0569 0 0.0000

8 2021年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284,604,778 99.7630 675,996 0.2370 0 0.000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47,179,166 86.6442 36,398,808 12.7589 1,702,800 0.5969

10

关于修订《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84,604,778 99.7630 675,996 0.2370 0 0.0000

11.01 王秀峰 261,282,590 91.5879 - - - -

11.02 张乙明 271,902,900 95.3106 - - - -

12.01 刘少轩 276,338,830 96.8656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除了议案10，其他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荣 、鲍蔚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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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163� � �证券简称：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22-015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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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湾路 67� 号公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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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9,24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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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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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丁木先生主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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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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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01,175 99.9738 134,901 0.0241 11,500 0.0021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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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00,275 99.9736 147,301 0.0264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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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59,100,275 99.9736 147,301 0.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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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59,103,675 99.9742 143,901 0.0258 0 0.0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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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973,075 99.9509 274,501 0.049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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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03,775 99.9742 143,801 0.025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与三角集团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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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6,782 99.3960 247,544 0.604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与中国重汽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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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934,315 99.9527 247,544 0.047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1年薪酬总额及确定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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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04,975 99.8672 742,601 0.132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1年薪酬总额及确定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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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04,975 99.8672 742,601 0.132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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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03,775 99.9742 143,801 0.025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日常贷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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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648,675 99.8929 598,901 0.1071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696,275 99.9014 551,301 0.0986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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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661,775 99.8952 585,801 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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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74,693,

050

99.6338 274,501 0.3662 0 0.0000

7

《关于预计公司与三角

集团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的议案》

40,586,

782

99.3937 247,544 0.6063 0 0.0000

8

《关于预计公司与中国

重汽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的议案》

39,654,

290

99.3796 247,544 0.6204 0 0.0000

9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1年薪酬总额及确定

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

案》

74,224,

950

99.0094 742,601 0.9906 0 0.0000

10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1年薪酬总额及确定

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

案》

74,224,

950

99.0094 742,601 0.9906 0 0.0000

11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74,823,

750

99.8081 143,801 0.19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第7项议案的关联股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丁木、王福凤、

单国玲、林小彬、王文浩、侯汝成已回避表决，第8项议案的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

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第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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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利、陈新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5）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163� � �证券简称：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22-016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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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28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

会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丁木、林小彬、单国

玲、钟丹芳、熊顺民、范学军、房巧玲7人现场出席，董事牛艳丽、刘峰2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丁木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33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黄晓鹏先生的通知，其于2022年6月23日、2022年6月2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2,022.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 具体情况如下：

减持方 减持日期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元/股）

减持数量

（万股）

减持比例

黄晓鹏

2022年6月23日 大宗交易 4.24 1,800.00 0.98%

2022年6月27日 大宗交易 4.66 222.00 0.12%

合计 2,022.00 1.10%

上述减持实施前， 黄晓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1,621,0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7%；上述减持实施后，黄晓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1,401,0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7%。

黄晓鹏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香港东风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49.5%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31,172,720股。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

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515�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4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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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情况：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的

黄晓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71,401,080股， 直接持股比例为3.87%；

黄晓鹏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东风投资” ）的

股东之一，持有香港东风投资49.5%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31,172,720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黄晓鹏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842.9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1%），以满足个人资产管理及投资需求。 若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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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鹏 5%以下股东 71,401,080 3.87% 大宗交易取得：71,401,080股

备注：黄晓鹏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香港

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49.5%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31,172,72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1,056,000 47.27%

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炳文先生、

黄晓佳先生、黄晓鹏先生持有其100%的股权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142,560,000 7.74%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先生的兄弟及侄

子持有东捷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黄晓佳 21,171,639 1.15%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炳泉 25,080,000 1.36%

黄炳泉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先

生的兄弟

陈育坚 5,765,962 0.31%

陈育坚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先

生的弟媳

曾庆鸣 2,882,981 0.16%

曾庆鸣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先

生配偶之弟

曾庆通 1,656,000 0.09%

曾庆通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先

生配偶之弟

合计 1,070,172,582 58.08%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黄晓鹏 7,594,000 0.57%

2019/4/30 ～

2019/9/30

7.11-7.83 2019/4/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黄晓鹏

不超过：18,

429,000股

不超

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8,429,000股

2022/7/21～

2022/10/20

按市场价

格

大宗交易

取得

个人资产管理

及投资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黄晓鹏先生曾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黄晓鹏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

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股份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黄晓鹏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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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