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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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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月3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23年1月6日上午8: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5名，

实际参会董事5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牛国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5）。

3、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适应现阶段经营管

理及未来发展需求，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对董事的任职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林圃生先

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现同意增补林圃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董事选举不适用累积投票制，任期自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增补林圃生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适应现阶段经营

管理及未来发展需求，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对董事的任职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魏远

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现同意增补魏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本次董事选举不适用累积投票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魏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本次增补魏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议2023年2月1日（星期三）下午14:30于公司19楼会议室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3-006）。

三、备查文件

1、《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圃生先生，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年至2011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于陆军第38集团军112师336团服役。历任安徽金日

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安全员、采选生产岗、技术员、调度员；人资企管部经理、运营中心总监；安徽中晟金

属球团有限责任公司球团项目总指挥；河北敬业钢铁、中钢贸易公司挂职学习。 现任公司球团分公司总经理，

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内蒙古金辉稀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众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圃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来嵘先生和安素梅女士之子，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远先生，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大唐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唐华银发电股份公司总经理；唐山发电厂厂长，秦皇岛热电厂厂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魏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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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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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月3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23年1月6日上午8:30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国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监事王明明先生已辞职，为保障监事会继续运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监事会同意聘任葛雅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当选，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葛雅平女士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规中关于非职工代表监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本次补选葛雅平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后，公司监事

会人数不少于3人，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月6日

附件：

葛雅平女士，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1973年至

1975年就读于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1987年至2000年期间分别就读于内蒙古电视大学、中共中央党校。 历

任包头钢铁集团轨梁轨钢厂审计处处长、财务部部长、市场部部长；众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葛雅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 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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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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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70,000万元（包

含本次合计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4.08%。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日晟矿业” )

生产经营及投资计划需求，金日晟矿业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不高于2亿元的流动资金贷

款，公司向金日晟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以金日晟矿业重新集铁矿采矿权作为担保物，实际担保金

额、担保期限以最终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

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经营计划和资金安排，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并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超过上述额度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在上述额度内合理提供

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最近一期被担

保方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联担

保

公司 金日晟矿业 100 59.09 93,000 20,000 4.01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周油坊村

注册资本：2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杰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9日

主营业务：铁矿石开采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金日晟矿业100%的股权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金日晟矿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11,054.52 184,907.06

营业利润 30,635.35 79,478.43

利润总额 30,334.70 79,173.11

净利润 26,414.84 67,902.09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07,764.95 594,775.66

总负债 418,189.67 441,404.4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5,000.00 106,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56,436.22 363,977.79

净资产 289,275.28 153,371.23

注：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金日晟矿业对公司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

除此项外，无其他对外担保；截至日前抵押贷款金额为78,000万元；无大额诉讼和仲裁。 截至目前，金日晟矿

业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子公司金日晟矿业生产经营及投资计划需求， 金日晟矿业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

不高于2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向金日晟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以金日晟矿业重新集铁矿采矿权作

为担保物，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最终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

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事项为全额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事项签订相关协议。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计划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被担保方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管控权，金日晟矿业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

整体可控。 董事会同意该项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23,000万元（包含本次合计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24.64%。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累计金额和涉及诉讼

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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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

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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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

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董事会构成及任职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适应现阶段经营管理及未来发展

需求，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5人调整为7人。其中，非独立董事人数由3人调整为4人；独立董事

人数由2人调整为3人。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

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2名，

设董事长1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3名，

设董事长1人。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指定的专

人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本次《公司章程》条款的修订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

内容为准。

三、备查文件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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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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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3年2月1日召开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2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2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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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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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1月18日

7、出席对象：

（1）2023年1月18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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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的

股东。

（2）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黄河大街55号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1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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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5.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议案3和议案

4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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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议案1、2需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外，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

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以

便登记确认。 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3年1月19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4:00至16:00；采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3年1月19日18:00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三) 登记地点：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黄河大街55号； 邮编

014010（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请注明“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谢绝未携带相关证件原件者出席。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欣雨

联系电话：0472-5216664

传真：0472-5216664

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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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203” ，投票简称为“大中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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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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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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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3年2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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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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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 出席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

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股东表决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5.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注：

① 此委托书非累积投票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

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

事项投弃权票；

② 对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投票人拥有的投票总数等于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子议案的个数。

如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出明确指示，受托人 是□ 否□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号码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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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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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高婷女士提交

的书面辞职申请。 高婷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高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高婷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董事会对高婷女士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0238� � �证券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2023-002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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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集团办公楼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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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77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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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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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晴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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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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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李力、黄乐平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鹏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陈涛等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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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60,982 46.8309 5,200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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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182 46.8275 10,000 0.0071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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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182 46.8275 10,000 0.0071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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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182 46.8275 10,000 0.0071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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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182 46.8275 10,000 0.0071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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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182 46.8275 10,000 0.0071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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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382 46.8277 9,800 0.0069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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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15,281 53.1727 66,845,682 46.8202 10,000 0.0071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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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15,281 53.1727 66,845,682 46.8202 10,000 0.0071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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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797,282 46.7863 68,900 0.0483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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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6,182 46.8275 10,000 0.007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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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5,582 46.8271 10,600 0.007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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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796,882 46.7860 69,300 0.0486

5、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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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5,582 46.8271 10,600 0.0075

6、议案名称：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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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5,582 46.8271 10,600 0.0075

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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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04,781 53.1654 66,855,582 46.8271 10,600 0.007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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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63,681 53.2066 66,796,882 46.7860 10,400 0.007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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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90,381 53.2253 66,759,482 46.7598 21,100 0.0149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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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17,881 53.1745 66,781,282 46.7751 71,800 0.050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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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15,281 53.1727 66,845,082 46.8198 10,600 0.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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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 418,300 6.0145 6,531,350 93.9107 5,200 0.0748

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

- - - - - -

2.0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418,300 6.0145 6,526,550 93.8417 10,000 0.1438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418,300 6.0145 6,526,550 93.8417 10,000 0.1438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18,300 6.0145 6,526,550 93.8417 10,000 0.1438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18,300 6.0145 6,526,550 93.8417 10,000 0.1438

2.05 发行数量 418,300 6.0145 6,526,550 93.8417 10,000 0.1438

2.06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418,300 6.0145 6,526,750 93.8445 9,800 0.1410

2.07 限售期 428,800 6.1654 6,516,050 93.6907 10,000 0.1439

2.08 上市地点 428,800 6.1654 6,516,050 93.6907 10,000 0.1439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418,300 6.0145 6,467,650 92.9948 68,900 0.9907

2.10 决议有效期限 418,300 6.0145 6,526,550 93.8417 10,000 0.1438

3

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418,300 6.0145 6,525,950 93.8330 10,600 0.1525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418,300 6.0145 6,467,250 92.9890 69,300 0.9965

5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418,300 6.0145 6,525,950 93.8330 10,600 0.1525

6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418,300 6.0145 6,525,950 93.8330 10,600 0.1525

7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418,300 6.0145 6,525,950 93.8330 10,600 0.1525

8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477,200 6.8613 6,467,250 92.9890 10,400 0.1497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2-2024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503,900 7.2453 6,429,850 92.4513 21,100 0.3034

1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431,400 6.2028 6,451,650 92.7647 71,800 1.0325

1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428,800 6.1654 6,515,450 93.6821 10,600 0.15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涉及重大事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进行单

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为通过，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未能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永柏、张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魏永柏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 受疫情影响，张光律师以通讯视屏方式见证本次会议。 北京市康达（广

州）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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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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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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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提名王俊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023年1月5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一致同意选

举王俊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王俊先生的主要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7日

附：王俊先生近五年主要简历

王俊先生：中国国籍，1985年9月出生，市场营销本科学历，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曾任公司临海工业

园车间主任、子公司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燃气分厂厂长助理，现任公司监事、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燃气分厂副厂长。 持有公司0.00007%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监事、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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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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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月6日（星期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月6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

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月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1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金红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8名，代表公司股份1,264,892,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44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名，代表公司股份1,060,289,9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96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0名，代表公司股份204,602,9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10%。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8� 名，代表公司股份239,281,24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4,892,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以上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分项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金红阳先生、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冯济府先

生、施国军先生、谭梅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①金红阳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59,032,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7%；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3,420,84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08%；表决结果为当选。

②章卡鹏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1,473,7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7%；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5,862,14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11%；表决结果为当选。

③张三云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1,475,6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8%；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5,863,98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19%；表决结果为当选。

④冯济府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0,616,7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9%；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5,005,14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29%；表决结果为当选。

⑤施国军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1,73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0%；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6,119,53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87%；表决结果为当选。

⑥谭梅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1,262,355,28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4%；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6,743,63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95%；表决结果为当选。

2）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分项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宋义虎先生、郑丽君女士、祝卸和先生担任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业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①宋义虎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1,874,8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4%；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6,263,20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87%；表决结果为当选。

②郑丽君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1,262,402,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1%；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6,790,53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91%；表决结果为当选。

③祝卸和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1,351,8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1%；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5,740,2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01%；表决结果为当选。

以上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分项选举监事候选人陈国贵先生、 方赛健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①获得选举票数为1,259,858,7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0%；其中，获得中

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4,247,1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62%；表决

结果为当选。

②方赛健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1,262,460,6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7%；其

中， 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为236,849,04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5%；表决结果为当选。

以上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俊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宇琦女士和朱文会女士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浙江伟星新

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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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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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12月22日以公告方式发出，并于2023年1月6日在浙江省

临海市临海大道1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以现场和视频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亲自出席董事9人。 其中董事章卡鹏先生、独立董事宋义虎先生、郑丽君女士、祝卸和先生以视频通讯方式

参与表决。经参会董事推选，会议由公司董事金红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其中，金红阳先生获得9票，当选为董事长；施

国军先生获得9票，当选为副董事长。

会议分项选举董事金红阳先生、施国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职务，任期均为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独立董事郑丽君女士、祝卸和先生和董事冯济府先生，由

郑丽君女士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独立董事宋义虎先生、 郑丽君女士和董事金红阳

先生，由宋义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独立董事祝卸和先生、宋义虎先生和董事章卡鹏先生，由

祝卸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议及董事长提名，会议同意聘任金红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议及董事长提名，会议同意聘任谭梅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议及总经理提名，会议同意聘任施国军先生、谭梅女士、戚锦秀先生、郑敏君女士、朱晓

飞女士、洪义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8、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议及总经理提名，会议同意聘任陈安门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董事长、总经理金红阳先生，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施国军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谭梅女士和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个人主要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披露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发表的独立意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有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7日

附：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近五年主要简历

戚锦秀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10月出生，工商管理本科学历，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任

公司副总经理、 子公司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伟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等。 持有公司0.23%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安门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10月出生，审计学本科学历，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任公司财务总

监。 持有公司0.38%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郑敏君女士：中国国籍，1979年3月出生，公共事业管理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具有丰富的企业文化建设

与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曾任公司综合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持有公司0.04%

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朱晓飞女士：中国国籍，1978年6月出生，会计学本科学历，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曾任公司审计部负

责人、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持有公司0.04%的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洪义华先生：中国国籍，1964年7月出生，工商管理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曾

任公司监事、子公司临海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浙江伟星塑材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伟星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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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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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12月22日以公告方式发出，并于2023年1月6日在浙江省

临海市临海大道1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3

人。经参会监事推选，会议由公司监事陈国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陈国贵先生获得选举票3票，表决结果：当选。

会议选举陈国贵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陈国

贵先生的主要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1月7日

附：

陈国贵先生近五年主要简历

陈国贵先生：中国国籍，1959年6月出生，植物病理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具有丰富的科研工作

经验；曾任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伟星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浙

江伟星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监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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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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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中国建筑材料

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77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12月7日披露的《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02）。

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

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及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的《中国中

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回复》（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回复”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最新审核意见， 公司与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回复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的经营业务不涉及“两高” 行业范围的有关分析以及中建材机电、中亚钢构新增生产线的投资进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回复（修订稿）》。

本次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

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3-004

债券代码：188717� � � � � � � �债券简称：21国工0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安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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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官网公布的《并购重组委2023年第1次工作

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定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

9:00召开工作会议，审核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具了《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证

不影响和干扰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的承诺函》。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

称：中材国际，股票代码：600970）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

后公告并复牌。

本次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本次重组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3-003

债券代码：188717� � � � � � � �债券简称：21国工0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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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2月6日，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774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有关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和回复；

此外，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本次重组

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述事项，公司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进行了修订。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最新审核意见，公司与中介机构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现就本

次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1、在“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七、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八）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 之“2、

环境保护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业务不涉及“两高” 行业范围的有关分析。

2、在“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六、中建材装备、中建材机电、中建材粉体、中都机械等主体评估

增值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之“（十）中建材粉体、中建材机电、中亚钢构、中都机械和中亚装备已经

实现收入及在手订单的具体情况；中建材粉体、中亚装备预测期依靠业务扩展或推广新增收入的可实现性，

与产品市场容量及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匹配性；中建材机电新建生产线建设的具体安排、预计产销量的依据及

可实现性；中亚钢构进驻智造园生产基地后预测产能扩张的具体测算过程及依据；中都机械预测期承接中建

材粉体选粉机加工业务、合肥院热工分公司篦冷机加工业务的可实现性，与其产能是否匹配，在被承接业务

公司评估中是否已剔除对应业务收入” 之“3、中建材机电新建生产线建设的具体安排、预计产销量的依据及

可实现性；中亚钢构进驻智造园生产基地后预测产能扩张的具体测算过程及依据” 补充披露了截至目前中建

材机电、中亚钢构新增生产线的投资进度。

以上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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