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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暨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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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9,062,960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7月5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1年4月26日，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4月27日至2021年5月6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

内， 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5月8日， 公司监事会披露了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1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1年5月14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6、2022年6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

授予后剩余

数量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

2021年5月13日 5.11元/股 2,350.25万股 171人 200万股

注：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激励计划，因公司剩余预留的2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未能在股东大会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激励对象，已自动失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四、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为第一个限售期。 在满足相关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下，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0%。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登记日

（即上市之日）为2021年6月8日，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2年6月7日届满。

（二）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各项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在每个限售期内至少满足以下①②两个业绩考核目标中的其中一

个业绩考核目标，方可解除限售。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为： ①2021年公司净利润达到5.6亿元；

②2021年公司铜及铜产品产量达到150万吨，且2021年公司净利润不低

于2020年公司净利润。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以剔除

全部在有效期内激励计划在当年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净利

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2021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741,221,438.01元， 剔除当年

股份支付费用47,266,656.62�元的影

响后为788,488,094.63元，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制度的相关规定

组织实施。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 A、B、C三个等级，考核评价表

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A B C

年度综合考核得分 S≥80 80＞S≥60 60＞S

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1 0.8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

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情况：

根据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制度，除3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取消激励资

格、2名激励对象因调岗不再属于激励

对象范围外， 剩余166名激励对象中，

个人层面考评结果为A等级的共162

人，考评结果为B等级的共4人，考评

结果为C等级的共0人。 综上，本期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062,

960股。

综上所述，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166名激励对象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拟按照《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对首次授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66名激励对象共计9,062,96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相关事宜。

五、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比例

楼国君 副董事长、董事、副总经理 44.00 17.60 40%

杨建军 董事、副总经理 44.00 17.60 40%

郑敦敦 副总经理 44.00 17.60 40%

丁星驰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44.00 17.60 40%

邵钢 副总经理 35.00 14.00 40%

傅万成 副总经理 32.00 12.80 40%

徐卫平 董事 31.00 9.92 32%

梁刚 副总经理 25.50 10.20 40%

王永如 董事 16.50 6.60 4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157人)

1,994.75 782.376 39.22%

合计 2,310.75 906.296 39.22%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575,040股，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工作。本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人数共计166人，实际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9,062,960股。

六、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2年7月5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9,062,960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需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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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提前15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4、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83,022,000 -9,062,960 873,959,04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97,460,102 +9,062,960 606,523,062

股份总数 1,480,482,102 0 1,480,482,102

说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575,040股，本次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1,479,907,062股，上述事项正处于债券人通知期间，还未办

理注销手续。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金田铜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以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激励计划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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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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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22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1609” 保持不变。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证券简称由“金田铜业” 变更为“金田股

份” ， 公司证券代码 “601609” 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完善铜及铜合金材料的产品结构，并根据产品的关联有选择地进入下游深加工领

域，同时积极拓展稀土永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不仅包含了各类高附加值铜产

品及铜合金材料，还包含高性能稀土磁性材料、电磁线产品、民用中低压智能阀门等产品。 公司产品已经广泛

应用于5G通讯、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轨道交通、电力物联网、清洁能源等领域。 公司未来将继续加大在新领

域的拓展，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的铜产品和先进材料专家。

目前“金田铜业” 的证券简称无法有效体现公司业务内涵以及产业布局，还可能引起市场上一些不必要

的认知偏差。 公司证券简称由“金田铜业” 变更为“金田股份” 能有效覆盖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公司的战略布

局更加匹配，同时有利于降低市场对公司业务的认知偏差。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三、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实施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公司证券简称将于2022年7月4日由“金田铜业” 变更为“金田股

份” ，公司证券代码“601609”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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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在郑州市中原

西路66号公司本部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群义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

际参加4人，代表5人行使表决权，其中股东代表监事邹山旺先生因公不能现场参会，特委托股东代表监事杨

治国先生代为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选举姜群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资料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21� �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公告编号：临 2022-027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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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春生先生、周雪萍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产生的3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任期三

年，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2位职工代表监事的个人简历如下：

张春生，男，汉族，1969年3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郑煤集团公司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煤炭运

销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部部长。

周雪萍，女，汉族，1979年1月出生，本科文化程度，高级会计师。 历任郑煤集团财务资产部主任会计师、副

部长；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审计监督部

部长。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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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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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在郑州市中原

西路66号公司本部6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提前已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由董事

长于泽阳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于泽阳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李崇和任守忠两位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设置及具体成员组成为：

（一）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 崇

委 员：于泽阳 孙恒有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曙衢

委 员：孙恒有 任守忠

（三）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晓东

委 员：李曙衢 王思鹏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恒有

委 员：周晓东 刘君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张海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陈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张志勇、雷丁轲、郭金陵、陈广金和王治峰五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房敬

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冯松江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备查资料

（一）公司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附：聘任人员简历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29日

附件

聘任人员简历

于泽阳，男，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运营部部长、秘书处处长，河南中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河

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郑煤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李崇，男，汉族，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河南神火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河

南省商丘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郑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党

委书记、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守忠，男，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煤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现任郑煤集团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张海洋，男，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本公司党组书记，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职工代表监事；

郑煤集团大平煤矿党委书记，综合办公室主任。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张志勇，男，汉族，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永煤公司新桥矿党委书记、矿长，车集煤

矿矿长、党委委员；焦煤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固一矿矿长、党委书记，焦煤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永煤控股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改革发展管理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雷丁轲，男，汉族，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义煤集团义海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郑煤

集团登封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杨河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郑煤集团总经理特别

助理，安全监察局常务副局长；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总经理特别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改革发展管理

部总经理。

郭金陵，男，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超化煤矿矿长、党委副书记；郑煤集

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本公司运销分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副

总工程师，物资供销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陈广金，男，汉族，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郑煤集团老君堂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董事、总工程师，振兴二矿总工程师；本公司白坪煤业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郑煤集团张沟煤矿矿长、党委书记；

本公司芦沟煤矿党委书记、矿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治峰，男，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历任郑煤集团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本公司超化煤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运销分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铁路运输分公司经理，河

南郑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

房敬，女，汉族，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财务

资产部副总经理，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陈晓燕，女，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

冯松江，男，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业务部二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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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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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西路66号公司本部6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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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8,30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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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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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于泽阳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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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李崇先生因公、吕随启先生因疫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股东代表监事邹山旺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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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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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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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4、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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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2年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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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78,296 99.8641 78,600 0.1193 10,900 0.0166

6、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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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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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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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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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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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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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7,576 99.9883 78,600 0.0102 10,900 0.001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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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崇 768,217,577 99.9883 是

12.02 任守忠 768,217,577 99.9883 是

12.03 王思鹏 768,217,577 99.9883 是

12.04 刘君 768,217,677 99.9883 是

12.05 于泽阳 768,217,577 99.9883 是

12.06 张海洋 768,217,577 99.9883 是

2、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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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孙恒有 768,217,677 99.9883 是

13.02 李曙衢 768,217,577 99.9883 是

13.03 周晓东 768,217,577 99.9883 是

3、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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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姜群义 768,217,677 99.9883 是

14.02 邹山旺 768,217,577 99.9883 是

14.03 杨治国 768,217,577 99.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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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46,520 96.6047 78,600 2.9817 10,900 0.4136

5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及2022年度预计情

况

2,546,520 96.6047 78,600 2.9817 10,900 0.4136

7

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2,546,520 96.6047 78,600 2.9817 10,900 0.4136

9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的议案

2,546,520 96.6047 78,600 2.9817 10,900 0.4136

10

关于修订 《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办法》的议案

2,546,520 96.6047 78,600 2.9817 10,900 0.4136

12.01 李崇 2,546,521 96.6047

12.02 任守忠 2,546,521 96.6047

12.03 王思鹏 2,546,521 96.6047

12.04 刘君 2,546,621 96.6085

12.05 于泽阳 2,546,521 96.6047

12.06 张海洋 2,546,521 96.6047

13.01 孙恒有 2,546,621 96.6085

13.02 李曙衢 2,546,521 96.6047

13.03 周晓东 2,546,521 96.6047

14.01 姜群义 2,546,621 96.6085

14.02 邹山旺 2,546,521 96.6047

14.03 杨治国 2,546,521 96.60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2.议案 5�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郑煤集团持有的702,439,280股按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

3.议案4、5、7、9、10、12、13、14属于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且已经剔除董监高投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金苑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克立，刘贤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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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77� � � � � � � � �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2-042

债券代码：163399�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亿利01

债券代码：163692�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亿利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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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5�号亿利生态广场 1号楼 1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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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6,80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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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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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瑞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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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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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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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00 0.0208 53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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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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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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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15,033 99.9778 391,730 0.0221 5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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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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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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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9、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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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39,033 99.9791 367,730 0.0208 5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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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8,126 97.6301 391,730 2.3669 500 0.0030

7

《关于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及授权的议案》

16,182,126 97.7751 367,730 2.2219 500 0.0030

8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6,182,126 97.7751 367,730 2.2219 500 0.00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经出席会

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亚楠、孙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2-051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91,070,551.57元（含诉讼费、保全费）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处于上诉期，判决尚未生效，公司将于近日依法提起上

诉；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公司将计提预计负债91,070,551.57元，由此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91,070,551.57

元，该项将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

近日，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达制造” ）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佛山中院” ）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粤06民初119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诉的基本情况

2021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佛山中院寄达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21）粤06民初119号）及

《民事起诉状》，冯军以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原名：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科达锂

业” ）尚未根据其设立之时相关方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的约定支付专利技术顾问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冯军

被告一：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告二：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管辖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件背景情况

2009年9月10日，青海科达锂业四方原始股东签署合资经营合同，拟设立青海科达锂业，合同约定华欧技

术咨询及企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欧公司” ）以专利技术出资，占股权的33%，成立后的合资公司

（青海科达锂业）再支付1,300万美元技术顾问费给华欧公司，以合资公司成立后所生产的产品，形成销售后

以销售额（增值税前）的5%进行返还，受益人为华欧公司法人代表黄三贵（原告涉案债权转让人）。后黄三贵

又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冯军（涉案债权受让人）。 2017年，科达制造收购青海科达锂业100%股权，期间股权转

让方并未向公司反馈因原始股东间的上述约定可能导致合资公司存在或有债务。

冯军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青海科达锂业向其支付技术顾问费共计美金1,300万元，并主张科达制造作

为青海科达锂业的100%持股权利人，对青海科达锂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科达制造与青海科达锂业共

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2021年9月15日，公司收到佛山中院通知，冯军申请将支付技术顾问费的金额由1,300万美元变更为人民

币90,571,000元；另新增一项诉讼请求，要求青海科达锂业向其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暂计人民币380,552.53

元。 本次诉讼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涉及诉讼的公告》。

二、诉讼一审判决情况

2022年6月27日，公司收到佛山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粤06民初119号），佛山中院对上述

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如下：

1、被告青海科达锂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冯军支付90,571,000元；

2、被告科达制造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驳回原告冯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96,557.80元、保全费5,000.00元，合计501,557.80元，由原告冯军负担2,006.23元，被

告青海科达锂业、科达制造负担499,551.5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佛山中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处于上诉期，判决尚未生效，最终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认为，本次诉

讼源于青海科达锂业于2009年成立时，其原始股东间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黄三贵非合同签署方，其为技术

顾问费的“受益人” 而非债权人，其无权直接向青海科达锂业主张权利，黄三贵将“受益权” 转让给冯军，冯军

并非本案适格原告。 根据《合资经营合同》的约定，支付技术顾问费的前提为青海科达锂业产品形成销售，自

青海科达锂业成立以来，青海科达锂业从未进行任何销售，其主要资产为对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权投资，技术顾问费的支付条件并不成就。 作为两家独立公司，本次判决科达制造为青海科达锂业承担

连带责任，一审判决结果对公司明显不公。

公司将于近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协同专业律师积极处理本案。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公

司将计提预计负债91,070,551.57元，由此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91,070,551.57元，该项将作为非经常性损

益列示，具体数据以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于2017年收购青海科达锂业100%股权，期

间股权转让方并未向公司披露标的公司可能存在或有债务，若本案最终导致公司产生实际损失，公司将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积极采取措施向股权转让方进行追偿，坚决维护公司利益及投资者权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727�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22-047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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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27日获得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人民币30,677.05万元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27日期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情况

如下：

收到政府补助的企业名称

公司对

其综合

持股比

例

项目名称

2022年1月1日至2022

年6月27日期间累计

收到政府补助金额

（万元人民币）

政府补助来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4,407.00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81.07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税收返还 33.74 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

格尔木美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税收返还 913.10 格尔木税务局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100% 税收返还 310.65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管理委员会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533.50 国家财政部

Broetje�Automation�GmbH 100% 财政扶持资金 403.69 德国政府

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 税收返还 155.48 宁波市余姚市国家税务局

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 产业扶持资金 806.71 苏州市环保局

上海电气（天长）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99% 税收返还 151.00 天长市税务局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96% 财政扶持资金 99.96 无锡市惠山区社保局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96% 财政扶持资金 60.00 无锡市惠山区发改委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96% 财政扶持资金 10.00 无锡市惠山区管委会

上海电气（蒙城）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89% 财政扶持资金 239.48 蒙城县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80% 产业扶持资金 66.00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局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74% 财政扶持资金 655.0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淮北）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65% 财政扶持资金 663.00 淮北市杜集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五河）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65% 财政扶持资金 717.90 蚌埠市五河县农业农村局

上海电气（五河）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65% 财政扶持资金 144.26 蚌埠市五河县经济开发区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161.99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56.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税收返还 11,000.00

上海市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194.10 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60% 专项奖励 65.00 东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60% 职工补贴 15.24 东台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60% 专项奖励 10.00 东台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甘肃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20.00 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上海电气能源装备（新疆）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26.04 哈密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莆田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100.00 莆田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莆田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102.74 莆田市工信局

上海电气风电如东有限公司 60% 产业扶持资金 20.00 如东县社会保险管理局

上海电气（安徽）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60% 专项奖励 47.62 合肥市巢湖市安巢开发区政府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126.0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探真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54% 专项奖励 25.00 上海市杨浦区财政局

上海天虹微型轴承有限公司 52% 产业扶持资金 25.00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南通威名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1% 税收返还 100.00 南通市崇川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富士电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51% 产业扶持资金 106.00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

高斯图文印刷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49% 财政扶持资金 235.00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财政所

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7% 财政扶持资金 31.30 上海市嘉定区政府

江苏海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4% 专项奖励 22.30 溧阳市税务局

江苏海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4% 财政扶持资金 17.74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

江苏海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4% 产业扶持资金 10.00 溧阳市财政局

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 34% 专项奖励 10.00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船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34% 财政扶持资金 42.50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

上海资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0% 财政扶持资金 622.40 上海市嘉定蓝天经济城经济开发区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411.14 深圳市光明区税务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产业扶持资金 50.0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职工补贴 13.14 深圳市光明区税务局

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426.21 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 28% 专项奖励 50.00

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614.80 东莞市税务局塘厦税务分局

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6% 职工补贴 14.71 上海市崇明区税务局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25% 税收返还 2,791.57 国家税务总局

惠州市隆合科技有限公司 20% 税收返还 26.43 国家税务总局仲恺分局

上海电气数智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9% 财政扶持资金 110.00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18% 专项奖励 526.09 东太湖度假区财政局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18% 专项奖励 26.91 吴江区社保局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15% 财政扶持资金 210.80 苏州市金港镇政府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15% 专项奖励 28.81 张家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15% 财政扶持资金 21.85 张家港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15% 财政扶持资金 12.60 张家港市财政局

深圳市斯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税收返还 29.13 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

深圳市斯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财政扶持资金 20.00 深圳市宝安区政府

无锡红旗船厂有限公司 9% 专项奖励 108.00 无锡市惠山区财政局

其他 其他小额专项补助 441.35

合计 30,677.05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27日期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30,677.05万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为人民币28,302.24万元。 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2022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以经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后的金额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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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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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中国上海市浦东大道2748号上海电气培

训基地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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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77,011,61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724,033,2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52,97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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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7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99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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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因本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均因公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推举董事刘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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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公司董事长冷伟青女士、副董事长干频先生、执行董事朱兆开先生、非执行董事李安女士、独立董事

习俊通先生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周志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第一至八、十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第九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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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273,605 99.8423 13,346,018 0.1530 413,591 0.0047

H股 649,942,402 99.5351 1,086,000 0.1663 1,950,000 0.2986

普通股合计： 9,360,216,007 99.8209 14,432,018 0.1539 2,363,591 0.0252

2、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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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268,605 99.8422 13,433,409 0.1540 331,200 0.0038

H股 649,942,402 99.5351 1,086,000 0.1663 1,950,000 0.2986

普通股合计： 9,360,211,007 99.8208 14,519,409 0.1548 2,281,200 0.0244

3、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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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253,305 99.8420 13,449,709 0.1542 330,200 0.0038

H股 649,942,402 99.5351 1,086,000 0.1663 1,950,000 0.2986

普通股合计： 9,360,195,707 99.8207 14,535,709 0.1550 2,280,200 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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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268,305 99.8422 13,434,709 0.1540 330,200 0.0038

H股 649,942,402 99.5351 1,086,000 0.1663 1,950,000 0.2986

普通股合计： 9,360,210,707 99.8208 14,520,709 0.1549 2,280,200 0.0243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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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1,291,005 99.8539 12,301,909 0.1410 440,300 0.0051

H股 651,892,402 99.8337 1,086,000 0.166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63,183,407 99.8525 13,387,909 0.1428 440,300 0.0047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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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8,709,852,205 99.8374 14,131,709 0.1620 49,300 0.0006

H股 651,892,402 99.8337 1,086,000 0.166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61,744,607 99.8372 15,217,709 0.1623 49,300 0.0005

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认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批准2022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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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9,719,396 99.8359 14,264,518 0.1635 49,300 0.0006

H股 651,892,402 99.8337 1,086,000 0.166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61,611,798 99.8358 15,350,518 0.1637 49,300 0.0005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向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82,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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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381,905 99.8435 13,531,918 0.1551 119,391 0.0014

H股 651,892,402 99.8337 1,086,000 0.166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62,274,307 99.8428 14,617,918 0.1559 119,391 0.0013

8.02�议案名称：向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70,5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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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454,205 99.8443 13,447,318 0.1542 131,691 0.0015

H股 651,892,402 99.8337 1,086,000 0.166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62,346,607 99.8436 14,533,318 0.1550 131,691 0.0014

8.03�议案名称：向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2,046,86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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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5,551,357 98.6419 118,362,466 1.3567 119,391 0.0014

H股 387,466,660 59.3384 265,511,742 40.66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993,018,017 95.9049 383,874,208 4.0938 119,391 0.0013

8.04�议案名称：向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250,5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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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5,641,357 98.6429 118,260,166 1.3556 131,691 0.0015

H股 387,466,660 59.3384 265,511,742 40.66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993,108,017 95.9059 383,771,908 4.0927 131,691 0.0014

8.05�议案名称：上海电站辅机厂有限公司为参股企业唐山申港海水淡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人民币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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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5,641,357 98.6429 118,260,166 1.3556 131,691 0.0015

H股 387,466,660 59.3384 265,511,742 40.66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993,108,017 95.9059 383,771,908 4.0927 131,691 0.0014

8.06�议案名称：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参股企业天津市青沅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人民币25,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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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5,641,357 98.6429 118,260,166 1.3556 131,691 0.0015

H股 387,466,660 59.3384 265,511,742 40.66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993,108,017 95.9059 383,771,908 4.0927 131,691 0.0014

8.07�议案名称：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参股企业广西梧州市园区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人民币50,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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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5,626,357 98.6428 118,287,466 1.3558 119,391 0.0014

H股 387,466,660 59.3384 265,511,742 40.66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993,093,017 95.9057 383,799,208 4.0930 119,391 0.0013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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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3,710,798 99.0793 79,973,616 0.9167 348,800 0.0040

H股 348,694,250 53.4006 303,550,152 46.4870 734,000 0.1124

普通股合计： 8,992,405,048 95.8984 383,523,768 4.0900 1,082,800 0.0116

10、 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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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7,347,281 99.8087 16,480,433 0.1889 205,500 0.0024

H股 648,766,733 99.3550 4,211,669 0.645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356,114,014 99.7771 20,692,102 0.2207 205,500 0.0022

(二)� 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8,227,400,4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66,892,1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6,998,343 90.1787 12,301,909 9.4819 440,300 0.339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08,001,350 96.4460 3,806,628 3.3993 173,200 0.154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996,993 50.6605 8,495,281 47.8355 267,100 1.504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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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483,890,537 97.4343 12,301,909 2.4771 440,300 0.0886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

认2021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

及批准2022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

薪酬额度的议案

482,318,928 97.1178 14,264,518 2.8722 49,300 0.0100

8.01

向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82,800

万元

482,981,437 97.2512 13,531,918 2.7247 119,391 0.0241

8.02

向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70,

573万元

483,053,737 97.2658 13,447,318 2.7077 131,691 0.0265

8.03

向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2,046,

861万元

378,150,889 76.1430 118,362,466 23.8330 119,391 0.0240

8.04

向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人民币250,

584万元

378,240,889 76.1611 118,260,166 23.8124 131,691 0.0265

8.05

上海电站辅机厂有限公司为参股

企业唐山申港海水淡化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人民币10,000万元

378,240,889 76.1611 118,260,166 23.8124 131,691 0.0265

8.06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为参股企业天津市青沅水处理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人民币25,

300万元

378,240,889 76.1611 118,260,166 23.8124 131,691 0.0265

8.07

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为参股企业广西梧州市园区

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人民币50,400万元

378,225,889 76.1581 118,287,466 23.8179 119,391 0.02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上述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决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徐涛、姚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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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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