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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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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1号，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

店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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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0,42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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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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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现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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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华卫琦先生、荣锋先生、齐贵山先生、郭兴田先

生、鲍勇剑先生、张晓荣先生、张万斌先生、李忠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孙晓先生、王剑波先生、刘志军先生、苏敬然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3、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董事兼总裁寇光武先生、董事陈殿欣女士、副总裁兼财务负责

人和董事会秘书李立民先生、监事姚艳君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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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343,559 99.9945 1,900 0.0001 84,378 0.0054

2、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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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239,057 99.9251 1,161,000 0.0729 29,780 0.0020

3、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及2021年投资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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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554,348 93.9088 96,845,709 6.0892 29,780 0.0020

4、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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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103,559 99.9794 1,900 0.0001 324,378 0.0205

5、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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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103,559 99.9794 1,900 0.0001 324,378 0.0205

6、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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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334,159 99.9311 771,300 0.0484 324,378 0.0205

7、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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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334,159 99.9311 771,300 0.0484 324,378 0.0205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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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8,640,376 98.0012 24,677,289 1.5516 7,112,172 0.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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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744,570 98.3850 24,825,294 1.5609 859,973 0.054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05,552 99.9031 1,900 0.0006 269,780 0.0963

11、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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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822,991 91.6622 132,572,866 8.3356 33,980 0.0022

12、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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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755,686 99.8318 2,400,171 0.1509 273,980 0.0173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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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153,957 99.9826 1,900 0.0001 273,980 0.0173

14、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统一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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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528,586 99.8804 1,627,271 0.1023 273,980 0.0173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加远期结售汇额度及修改相关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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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158,957 99.9829 1,100 0.0000 269,780 0.0171

16、议案名称：《关于拟向合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7,759,086 99.8320 2,396,771 0.1506 273,980 0.0174

17、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烟台卓能锂电池有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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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153,957 99.9826 1,900 0.0001 273,980 0.0173

18、议案名称：《万华化学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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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767,957 99.9583 387,900 0.0243 273,980 0.017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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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952,6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79,286,452 99.5754 1,161,000 0.4139 29,780 0.0107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20,457,134 99.6755 391,600 0.3240 500 0.0005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58,829,318 99.4996 769,400 0.4819 29,280 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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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79,286,452 99.5754 1,161,000 0.4139 29,780 0.0107

8

《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

议案》

248,687,771 88.6659 24,677,289 8.7983 7,112,172 2.5358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54,791,965 90.8422 24,825,294 8.8510 859,973 0.3068

10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280,205,552 99.9031 1,900 0.0006 269,780 0.0963

11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

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

议案》

147,870,386 52.7209 132,572,866 47.2668 33,980 0.0123

12

《关于对公司联营企业提供

担保的议案》

277,803,081 99.0465 2,400,171 0.8557 273,980 0.0978

16

《关于拟向合营企业提供融

资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77,806,481 99.0477 2,396,771 0.8545 273,980 0.09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第2、11、12、13、16、17项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第2、8、9、10、11、12、1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第1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合

成国际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广亮、金振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为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

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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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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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届

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7日以电话、书面或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9人。

4、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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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项目进区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下属子公

司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项目进区

协议》，并通过设立子公司湖北贝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登记为准）在

襄阳高新区内投资建设生产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项目，预计总投资11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两期

建设，其中一期预计投资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项目进区

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1票。张德冠董事对该议案投弃权票，理由为：项目推进

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项目实施进度。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1-025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项目进区协议》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纳米” ）拟与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进

区协议》，拟在襄阳高新区内投资建设生产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项目。贝特瑞纳米拟通过设立

子公司湖北贝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最终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湖北贝能” ）投资建

设生产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项目，预计总投资11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预计投

资5亿元。

公司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

公司签署〈项目进区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湖北省襄阳市的地方政府行政机构， 与上市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拟成立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名称：湖北贝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出资比例：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100%出资

出资方式：资产和现金出资，其中计划资产出资来自于湖北国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及湖北

宝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抵债资产（以下简称“国能抵债资产” ），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设备

及安装费用，合计资产评估值约1.94亿元（含税）；现金来源为贝特瑞纳米自有资金，金额为

600万元。

经营范围：电池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锂电池的生产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类及国家禁止生产制造电池类）；锂电池销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废

旧锂离子电池回收再利用（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结果为准。

2、投资项目的基本规划

国内储能产业历经“十二五” 时期的技术验证，“十三五” 时期的示范推广，从技术到应

用已经为规模发展打好基础。在“碳中和” 目标下，“十四五” 时期，储能技术将在性能提升、

成本下降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随着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产业将实现爆发式增

长，我国将成为全球储能第一大市场。

本项目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自贸区启辰路，占地面积200亩，项目规划分两期投建。

一期规划产能1.5GWh，生产68Ah磷酸铁锂软包电池；二期规划产能2GWh，规划80~260Ah磷

酸铁锂软包电池。本项目产品定位是储能市场，除产品设计、生产方面的成本优化外，还可以

结合贝特瑞纳米在锂电池材料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四、《项目进区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条 项目投资内容及规划

（一）项目投资情况

乙方在汽车工业园区原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已建好厂区投资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项目，总投资11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投资预计5亿元；二期预计于一期项目

满产后进行建设。

（二）项目用地位置、面积

项目具体位置为楼兰路以东、机场路以北、启辰路以南、希望路以西，建设用地面积约200

亩（不含代征道路）。实际用地以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为准。

第二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将对本项目的开工时间、投资额度、投资强度等进行审核认定；对项目投资、建设

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对项目投资内容、产值、税收等进行审核认定，并作为优惠政策兑现的

依据；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缴纳有关费用并达到约定的相应指标。

2）甲方负责乙方现有厂房地块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即通路、通电、通给排水，给排水、

通电、通气等相关配套设施接通至企业红线附近的位置。

3）甲方安排专人全程协助乙方办理公司注册登记、项目建设施工等方面的申报、审批手

续，并对乙方在建设及经营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和要求提供及时的协调服务。

4）甲方帮助乙方与公安、消防、环卫、供水、供电、电信等有关部门协调建设事宜，为乙方

项目顺利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签订本协议后60日内，乙方须在甲方辖区内注册成立独立法人公司（或将注册地址变

更至甲方辖区内）， 且乙方应占新公司50%以上股份， 乙方与新公司不重复享有相关优惠政

策。在高新区注册的新公司为本协议的履约者，承担与乙方相同的责任和义务，并在甲方辖

区内经营时间不得低于10年。乙方须保证新公司的产值、税收等在甲方辖区内统计，有责任和

义务按照约定完成投资，并达到预期产值和税收。若新注册的公司不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

务或承担相关责任，则乙方应予履行或承担连带责任。

2）乙方需在开工前按照《环保法》要求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甲方提供配合和支持。

3）乙方应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规定。

4）乙方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核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前或办理开工相关手续同

时，按照施工总承包合同价款总额千分之八的标准，向高新区劳动执法部门缴纳农民工工资

支付保障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5）乙方应在投产后1年内进入规模以上企业。

6）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约定为乙方提供相关服务。

7）乙方有义务接受甲方对本项目规划、用地、投资强度、建筑容积率和建设情况的检查

和监督。有义务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有关费用，按照本协议约定和施工进度计划及时足额投

入资金，按合同约定的投资额度、投资时间完成项目投资。

第三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投资的项目应符合本协议的约定，不得随意变更，不得擅自改变项目用地性质

和用途，不得改变产业方向和项目定位，否则，甲方可视情况进行处罚和清理直至单方解除

协议，且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并决定是否给予补偿，若决定补偿则补偿数额不高于实际交付价

款。对乙方已建成的建筑物、附着物不予补偿，乙方无条件将甲方所有支持政策折算成现金

（包括将甲方给予乙方的现金退还给甲方），并放弃建筑物、附着物所有权。非生产性设施用

地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面积和规划设计条件执行，否则，甲方有权对乙方下发停建

通知，不予办理竣工验收，直至终止协议，其损失由乙方承担。

（二）乙方存在以下行为之一时，甲方有权进行处罚和督办，并追究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

1）乙方未按照约定时限开（竣）工、建成投产运营的；

2）乙方投资总额、投资强度、容积率、产值及税收贡献度未达到约定数额的；

3）乙方未缴纳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的；

4）其他违反本协议约定行为，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旨在盘活国能抵债资产，同时充分把握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红利，增加公

司的赢利点，拓宽公司的业务链；但未来宏观经济环境波动、国家新能源政策的调整、行业内

竞争加剧、项目的建设进度等风险均可能会对项目预期目标的实现造成一定影响。项目公司

将加强技术研发，加强对市场和行业的跟踪与研判，适时调整策略，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管控，

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和精细化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努力确保本次投资

的安全和收益最大化。本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

极影响。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具体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如因国家或地方

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市场环境、融资环境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

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项目进区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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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韶关市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3月3日披露了公司股东韶关

市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高创” ）签署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韶关高创计划在未来12个月

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1,00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4月12日，公司收到股东韶关高创出具的《股东增持股份进展通知函》，韶关高创

于2021年4月1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0.08%。 本次增持后， 韶关高创累计持有公司股份259,921,3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8%。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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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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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2

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1,744,4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1,744,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07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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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长李屹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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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741,716 99.9970 2,700 0.0030 0 0.0000

2、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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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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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91,741,716 99.9970 2,700 0.003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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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91,741,716 99.9970 2,700 0.003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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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 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10,443,342 99.9741 2,700 0.0259 0 0.00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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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3,342 99.9741 2,700 0.0259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 关事宜 的议

案》

10,443,342 99.9741 2,700 0.025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三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2、本次股东大会三项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光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金镭晶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原石激光产业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光峰成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 Limited�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嘉瑜、方梓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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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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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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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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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1年3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针对《深

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

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即2020年9月27日至2021年3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

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

面的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1年4月7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下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其余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卖出（股）

1 赖永赛 20201202 15000

2 杨佳翼 20210205-20210210 6000

3 丁志刚 20201130-20210218 12000

4 郭祖强 20201228 12000

5 胡建翔 20201228 15000

6 王则钦 20210204 12000

7 王霖 20201130 2000

8 王英霞 20210107-20210202 4000

9 宋起涛 20210114-20210309 9000

经核查，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公司拟进行股权激励的信息，

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对二级市场行情、 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

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公司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

行了登记。

经核查，在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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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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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年4月16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1年4月19日

● 可转债付息日：2021年4月19日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将于2021年4月19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4月17日至2021年4月16日期间

的利息。根据《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纵横转债

3、债券代码：113573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

5、发行总额：27,000.00万元

6、可转债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7、可转债上市时间：2020年5月22日

8、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4月17日至2026年4月16日。

9、债券利率：第一年为0.50%、第二年为0.70%、第三年为1.20%、第四年为1.80%、第五年为

2.50%、第六年为2.8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公司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

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

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

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

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初始转股价格：24.49元/股

12、最新转股价格：18.81元/股（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0年6月8日

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8.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关于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13、转股起止日期：自2020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4、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 ，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稳定（具体内容详见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出具的《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

15、担保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苏维锋为公司发行的“纵横转债” 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本次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100%本金及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保证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

1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17、登记、托管、委派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0年4月17

日至2021年4月16日。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5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的可转债兑息金

额为0.50元人民币（含税）。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

不享受本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年4月16日。

2、可转债除息日：2021年4月19日。

3、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1年4月19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1年4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纵横转债”（转债代码：113573）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

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

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

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

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

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

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税前）， 实际派发利息为0.40元 （税

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

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

为0.50元人民币（含税）。

3、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 对非居民企业

（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

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0.5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

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459号B座24层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7672346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号楼 24�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