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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58� �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2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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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或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492,651,95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6,190,981,7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301,670,24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04645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64812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398332

注：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则其已质押部分股权

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据本行所知，本行部分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其

质押股权共计554,883股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合共92,383,412,722股， 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99.999399%。

(四)会议主持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本行执行董事刘建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因其他工作安排无法出席并主持会议，经本行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本行执行董事张学文先生主持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1人，刘建军、丁向明董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 本行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139,349 99.998727 448,900 0.000679 393,458 0.000594

H股 13,289,418,923 99.907896 3,430,025 0.025787 8,821,299 0.066317

普通股合

计：

79,479,558,272 99.983528 3,878,925 0.004880 9,214,757 0.011592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163,149 99.998763 525,700 0.000795 292,858 0.000442

H股 13,289,418,923 99.907896 3,430,025 0.025787 8,821,299 0.066317

普通股合

计：

79,479,582,072 99.983558 3,955,725 0.004977 9,114,157 0.011465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166,649 99.998769 521,900 0.000788 293,158 0.000443

H股 13,289,418,923 99.907896 3,430,025 0.025787 8,821,299 0.066317

普通股合

计：

79,479,585,572 99.983563 3,951,925 0.004971 9,114,457 0.011466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333,107 99.999020 445,600 0.000673 203,000 0.000307

H股 13,301,316,222 99.997338 25 0.000001 354,000 0.002661

普通股合

计：

79,491,649,329 99.998739 445,625 0.000560 557,000 0.00070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2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507,207 99.999283 264,900 0.000400 209,600 0.000317

H股 13,301,315,222 99.997331 25 0.000001 355,000 0.002668

普通股合

计：

79,491,822,429 99.998956 264,925 0.000334 564,600 0.000710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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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46,714,801 99.933122 43,845,606 0.066242 421,300 0.000636

H股 13,224,824,596 99.422286 53,687,757 0.403616 23,157,894 0.174098

普通股合

计：

79,371,539,397 99.847643 97,533,363 0.122695 23,579,194 0.029662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办理A股及H股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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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90,050,349 99.998593 537,200 0.000812 394,158 0.000595

H股 13,292,847,923 99.933675 25 0.000001 8,822,299 0.066324

普通股合

计：

79,482,898,272 99.987730 537,225 0.000676 9,216,457 0.011594

8.�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324,407 99.999007 349,700 0.000528 307,600 0.000465

H股 13,301,315,222 99.997331 25 0.000001 355,000 0.002668

普通股合

计：

79,491,639,629 99.998727 349,725 0.000439 662,600 0.000834

9.�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190,398,407 99.999119 452,700 0.000684 130,600 0.000197

H股 13,301,315,222 99.997331 25 0.000001 355,000 0.002668

普通股合

计：

79,491,713,629 99.998820 452,725 0.000569 485,600 0.000611

10.�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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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90,484,407 99.999249 365,900 0.000552 131,400 0.000199

H股 13,301,315,222 99.997331 25 0.000001 355,000 0.002668

普通股合

计：

79,491,799,629 99.998928 365,925 0.000460 486,400 0.000612

1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发行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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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90,308,407 99.998983 462,000 0.000698 211,300 0.000319

H股 13,301,315,222 99.997331 25 0.000001 355,000 0.002668

普通股合

计：

79,491,623,629 99.998706 462,025 0.000582 566,300 0.000712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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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06,107,119 99.267461 484,743,088 0.732340 131,500 0.000199

H股 9,933,583,957 74.679223 3,367,671,290 25.317657 415,000 0.003120

普通股合

计：

75,639,691,076 95.153060 3,852,414,378 4.846253 546,500 0.000687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026,693,918 99.983895 445,600 0.011064 203,000 0.005041

6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2022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983,075,612 98.900841 43,845,606 1.088698 421,300 0.010461

8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董事

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4,026,685,218 99.983679 349,700 0.008683 307,600 0.007638

9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监事

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4,026,759,218 99.985517 452,700 0.011241 130,600 0.003242

10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行减记型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4,026,845,218 99.987652 365,900 0.009085 131,400 0.0032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0、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

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2年6月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律师、柳思佳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78� � � � �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2

转债代码：113582� � � � � � �转债简称：火炬转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事宜的进展公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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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雷度” ）、深圳雷度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雷度” ）、广州天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极科技” ）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分别为苏州雷度、深圳雷度、天

极科技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2亿元、2,000万元及1.3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除此之

外，公司已实际为苏州雷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2亿元、深圳雷度0.18亿元、天极科技0.6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苏州雷度、控股子公司天极科技提供的部分担保已到期。 近日，

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苏州雷度

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余额2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为天极科技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余额

1.3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公司本次为天极科技申请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为全

额担保，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的担保。

2022年6月27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深圳雷度提供最高债权本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

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2日、2022年4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2022年度计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1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及二级全资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提供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2-011” 、“2022-015”号、“2022-024” 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后的累计担保余额， 均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7500277632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1号世纪金融大厦1117/1118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劲军

成立日期：2003年6月4日

经营范围：销售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苏州雷度100%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单家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702.05 107,007.32

负债总额 34,281.98 35,538.70

净资产 73,420.08 71,468.62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948.84 164,262.64

净利润 1,897.16 16,286.66

（二）深圳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2U1D5C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三路168号国际商会中心2405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火跃

成立日期：2018年4月11日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

电子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供应链信息平台的技术开发；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深圳雷度100%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单家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72.05 12,192.42

负债总额 6,274.26 4,435.11

净资产 8,297.80 7,757.31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44.05 16,584.83

净利润 509.87 1,811.68

（三）广州天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5799655051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昌利路六街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庄彤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6日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

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其他电

子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天极科技51.5795%的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单家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560.16 42,096.97

负债总额 18,013.08 18,457.39

净资产 24,547.08 23,639.58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8.56 17,357.68

净利润 864.45 5,818.9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火炬电子为苏州雷度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2亿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火炬电子为深圳雷度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

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

4、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火炬电子为天极科技提供担保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1.35亿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4、保证责任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被担保公司中，天极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

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公司为天极科技申请银行贷

款提供的担保为全额担保，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的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35亿元，均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占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30.68%；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9.45亿元，占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20.21%，无逾期担保。 除

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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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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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创投” 、“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

2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与会董事

一致推举陈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

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磊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姜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葛效宏先生、于晖先生、邱方先生、董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段晓旭女士担任

公司首席财务官。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晶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何亚楠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发展战略委员会：陈磊先生为主任委员，胡元木先生（独立董事）、唐庆斌先生（独立董

事）、姜岳先生、李晓鹏先生为委员。

2、提名委员会：张志勇先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唐庆斌先生（独立董事）、陈磊先生为

委员。

3、审计委员会：胡元木先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唐庆斌先生（独立董事）、陈磊先生为

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庆斌先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胡元木先生（独立董事）、张志

勇先生（独立董事）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受让有限合伙人认缴份额的

方式， 投资公司参股公司西藏泓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 （济

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份额不高于5000万元。 详见公司2022-46号公告。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王晶回避表决，由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陈磊，男，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学博士，工程师。历任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创业投资部业务经理，鲁信创投投资四部总经理、深圳业务

部总经理，鲁信创投副总经理，鲁信创投董事长等职务。 陈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姜岳，男，198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CFA。 历任雷曼

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路博迈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部高级经理、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分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山东领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中经合集团合伙人，鲁信创投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姜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葛效宏，男，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中

国注册会计师，全国高端会计人才（企业类二期）。 历任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山东金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省国资委研究室专职研究人员、招商银行

济南分行职员、山东齐鲁中小企业投融资有限公司（兼任山东纳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鲁信创投财务总监、鲁信创投副总经理等职务。 葛效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于晖，男，197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 历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副总经理、总经理，鲁信创投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鲁信创投副总经理等职务。 于晖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

邱方，男，1984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 历任鲁信创投深圳业务部职员、鲁信创投西南业务部副总经理、鲁信创投西南业务部副

总经理兼新动能母基金管理部副总经理、鲁信创投新动能母基金管理部总经理、鲁信创投副总

经理等职务。 邱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董琦，男，197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CPA，保荐代表

人，注册内部审计师，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历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职员、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职员、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鲁信创投副总经理等职务。 董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段晓旭，女，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会计学硕士，正高

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曾任职于济南市煤气公司财务部、山东省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历任济南市历下区鲁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鲁信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省鲁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东鲁信文化传媒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鲁信创投财务总监等职务。 段晓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晶，女，198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曾任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业务员、项目经理、业务经理，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派新园热电

财务总监，鲁信创投增值服务部副部长、部长、工业转型投资部部长；2017年12月起任鲁信创投

董事会秘书。 王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何亚楠，女，198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注册会计师、中级经济

师。 2010年7月起就职于鲁信创投董事会秘书处，现任鲁信创投证券业务部部长，2015年4月起

担任鲁信创投证券事务代表。 何亚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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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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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

年6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26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与会监事一致推举郭相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郭相忠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8日

附件：郭相忠先生简历

郭相忠，男，196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曾任山东工业大学党

委宣传部干事，山东省石油天然气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副书记、总经理，山东省油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等职务，现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公司监事会主席。 郭相忠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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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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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创投” 、“公司” ）全资

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 ）拟通过受让有限合伙人

认缴份额的方式投资公司参股公司西藏泓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泓信” ）

发起设立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知畅基金” 或“基

金” ）。 知畅基金总规模34,470万元， 其中山东高新投拟受让的有限合伙人认缴份额不高于5,

000万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14.51%；西藏泓信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基金认缴出资100万元，占

基金总认缴规模的0.29%。

●西藏泓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持有西藏泓信45%股权，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王晶女士为西藏泓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西藏泓信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山东高新投以受让有限合伙人认缴份额的方式投资知畅基金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

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已履行股东大会程序，根据相关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其他风险提示：知畅基金自2022年5月设立后，各合伙人未实缴出资，基金尚无实际运营，

各合伙人最终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新能源产业投资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拟通过受让有限合伙

人认缴份额的方式投资公司参股公司西藏泓信发起设立的知畅基金。 知畅基金为新能源行业专

项基金，基金总规模34,470万元，其中山东高新投拟受让的有限合伙人认缴份额不高于5,000

万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14.51%；西藏泓信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基金认缴出资100万元，占基金

总认缴规模的0.29%。

西藏泓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参股公司，山东高新投持股比例45%，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王晶女士为西藏泓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西藏泓信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山东高新投以受让有限合伙人认缴份额的方式投资知畅基金构成关

联交易，山东高新投认缴出资金额5,000万元为关联交易金额。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

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已履行股东大会程序，根据相关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西藏泓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08-26

3.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圣地阳光A幢2单元6-2号

4.法定代表人：王晶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6T1G8W63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发放贷款；不得从事

证劵类投资、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交易证劵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5%

2 王晶 23%

3 夏晓明 20%

4 王国超 12%

合计 100%

10.经营状况：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XYZH/2022JNAA3033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西藏泓信总资产为1,556.38万元，净资产

1,284.03万元，2021年度总经营收入457.66万元，净利润603.34万元。

11.资信情况：西藏泓信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12.关联关系：西藏泓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参股公司，山东高新投持股比例45%，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晶女士为西藏泓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条规定，西藏泓信为公司的关联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22年5月12日

3.基金注册地：山东省济南市

4.基金规模：3.4470亿元

5.基金期限：存续期5年，经持有基金半数以上实缴出资形成的财产份额的合伙人同意，基金

可以延长1年；经持有基金三分之二以上实缴出资形成的财产份额的合伙人同意，基金可以再次

延长1年。

6.基金出资人：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 认缴比例 实缴金额 合伙人类型

张畅 31,970万元 92.75% / 有限合伙人

厦门众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300万元 6.67% / 有限合伙人

厦门大本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万元 0.29% / 普通合伙人

西藏泓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万元 0.29% / 普通合伙人

合计 34,470万元 100.00% /

知畅基金为西藏泓信发起设立的专项基金，自2022年5月设立后各合伙人未实缴出资，基金

尚无实际运营。 除西藏泓信外，其他合伙人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7.基金管理人：西藏泓信为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管理人备案号P1061392。西藏泓信基本

情况详见“关联方介绍” 。

8.�投资方向：新能源行业。

9.�出资方式：采取现金方式出资。

10.�基金费用：存续期内不超过2%/年。

11.�收益分配：

基金投资项目的回收资金在扣除各项基金费用后的剩余资金在所有合伙人之间依照投资

本金比例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1）合伙人成本返本。（2）完成前述分配后的剩余收益，20%分

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超额业绩报酬，8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四、投资方案及定价依据

知畅基金目前尚未实缴出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拟受让有限合伙人认缴的不超过

5000万元的基金份额， 即山东高新投拟出资不超过5000万元认缴知畅基金不超过14.51%的基

金份额。 西藏泓信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基金认缴出资100万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0.29%。 若知

畅基金总规模变动，出资比例以实际占比为准。

本次共同对外投资，各方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 公司及关联方按照协议约定份额

平等地对知畅基金进行出资。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山东高新投本次参与投资知畅基金，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新能源产业投资布局。

六、该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6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知畅股权投资管

理（济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王

晶回避表决，由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通过受让基金认缴份额的形式，投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认为：

1.本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

合法。

3.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十一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了《关于投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受让基金认缴份额的

形式，投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关

资料，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全资子公司通过受让基金认缴份额的形式，投资知畅股权投资管理（济南）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 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鲁信创投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19� � � � � � � � �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2-033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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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补助金额：2022年3月29日至6月27日，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3,956.11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3,956.11万元（数据未经审

计）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2年3月29日至6月27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3,956.11万元（数据未经审计），占

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4.05%。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获得

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

类型

补助

金额

1 2022年3月 国家税务局

计提2022年3月可抵扣

进项税加计10%扣除金

额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

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2019年第39号）

与收益相关 26.40

2 2022年4月

武汉市东西湖区发展和改革

局

2021年度总部企业奖

励补贴资金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

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试

行）的通知》（武政规[2018]38号）

与收益相关 250.00

3 2022年4月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

银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企业发展金 扶持企业发展协议 与收益相关 110.85

4 2022年4月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

银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企业发展金 扶持企业发展协议 与收益相关 38.50

5 2022年4月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

银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企业发展金 扶持企业发展协议 与收益相关 295.40

6 2022年4月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

银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企业发展金 扶持企业发展协议 与收益相关 50.33

7 2022年5月 国家税务局

计提2022年4月可抵扣

进项税加计10%扣除金

额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

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2019年第39号）

与收益相关 48.23

8 2022年5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39.00

9 2022年5月

南昌市工伤和职工失业保险

服务中心失业保险

稳岗补贴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22.18

10 2022年5月

荆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失

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22.15

11 2022年5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10.00

12 2022年5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18.00

13 2022年6月

武汉市东西湖区科学技术和

经济信息化局

晋级提能类奖励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晋级提能类奖励资金申报工

作的通知》（鄂经信规划函[2022]

40号）

与收益相关 50.00

14 2022年6月 长沙市失业保险服务中心 稳岗补贴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14.40

15 2022年6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204.00

16 2022年6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91.00

17 2022年6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2,559.00

18 2022年6月

宁波市北仑区财政国库收付

中心国库集中支付专户

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20.00

19 2022年6月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一次性留工补助 银行回单 与收益相关 19.24

20 单项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政府补助25笔，金额合计 67.43

合计 3,956.1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3,956.11万元（数据未经审计）计入当期损益，具体

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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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

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并拟设立全资

子公司购置土地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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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与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

子纱染色建设项目》投资协议，项目总投资约75,000万元（本文所述均为人民币），分两期进行建设，其中一期约37,

500万元。

2021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

建设项目并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置土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并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置土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3）。

2021年12月18日公司与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并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

置土地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2021年12月23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

目并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置土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2021年12月24日公司已完成该全资子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荆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湖北富春

染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 同时该项目取得了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书 ， 登记备案项目代码 ：

2112-421050-89-01-525189，项目总投资7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并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置土地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9）。

2022年5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全资子公司湖北富春染织有限公司已成功竞得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

的土地使用权，并与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及与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拟投资年产6万吨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并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置土地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5）。

一、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富春染织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权属登记手续，并取得荆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1、证书编号：No� 42414478515

2、权利人：湖北富春染织有限公司

3、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4、坐落：荆州开发区庙兴路西侧

5、权利类型：国有土地所有权

6、权利性质：出让

7、用途：工业用地

8、面积：136568.00㎡

9、使用期限：国有土地所有权2072年5月10日止

10、产证号：鄂（2022）荆州市不动产权第0026746号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湖北富春染织有限公司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确认了土地的使用权及期

限，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助于公司年产6万吨

高品质筒子纱染色建设项目进一步的推进。

三、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富春染织有限公司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后，对外投资的实施进度仍

然存在不确定性；考虑到未来市场和经营情况的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如因国家或地方

有关纺织产业政策调整；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后续项目的进展情况如发生较大变化或取得

阶段性进展，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及时予

以披露。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00� � � � � �证券简称：莱绅通灵 公告编号：2022-026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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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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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7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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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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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峻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蔄毅泽女士、王峥女士通讯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沈姣女士通讯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曹颖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刘祝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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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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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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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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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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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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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7、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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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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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9、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分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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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2,000 99.9785 16,800 0.0153 6,700 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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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589,900 99.6913 16,800 0.2206 6,700 0.0881

6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7,589,900 99.6913 16,800 0.2206 6,700 0.0881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7,589,900 99.6913 16,800 0.2206 6,700 0.08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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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李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76�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5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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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首开股份十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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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1,99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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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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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因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101条的规定，由半数以上

的董事共同推举赵龙节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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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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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补充审议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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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173,180 98.8875 16,819,669 1.112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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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731,249 99.9165 1,261,600 0.083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731,249 99.9165 1,261,600 0.083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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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731,249 99.9165 1,261,600 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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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补充审议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136,874,842 89.0564 16,819,669 10.9436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

152,432,911 99.1791 1,261,600 0.8209 0 0.0000

3

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

152,432,911 99.1791 1,261,600 0.8209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

关事宜的议案

152,432,911 99.1791 1,261,600 0.820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