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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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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10月 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 7名董事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对所

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港湾投资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金融中心一期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附属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港湾）联合斯里兰卡公司 Browns�

Investments� PLC和中国 -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按照 30%：40%：30%股权比例，合作投资开发斯

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国际金融中心一期项目，项目总投资 4.94亿美元。中国港湾资本金与股

东借款合计投资上限为 1亿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8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接受劳务与分包上限的议案》；

2.《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上限的议案》；

3.《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提供建造服务交易上限的议案》；

4.《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接受劳务与分包交易上限的议案》；

5.《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销售产品交易上限的议案》；

6.《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购买产品交易上限的议案》；

7.《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 -存贷款业务上限的议案》；

8.《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 -保函业务上限的议案》；

9.《关于 2022 年 -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 - 其他信贷类业务上限的议

案》；

10.《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融资租赁业务上限的议案》；

11.《关于 2022年 -2024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 -商业保理业务上限的议案》；

12.《关于 2022 年 -2024 年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持续性关连交易 - 融资租赁业务上限的

议案》；

13.《关于 2022 年 -2024 年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持续性关连交易 - 商业保理业务上限的

议案》；

14.《关于修订〈中国交建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安排向公司股东派发召开 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并准备及派发会议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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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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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项目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变化比率

（

%

）

9

月份 累计

9

月份 累计

9

月份 累计

一

、

煤炭业务

（

一

）

商品煤产量 万吨

839 8,298 1,011 8,267 -17.0 0.4

（

二

）

商品煤销量 万吨

2,446 22,189 2,731 19,023 -10.4 16.6

其中

：

自产商品煤销量 万吨

829 8,247 1,095 8,333 -24.3 -1.0

二

、

煤化工业务

（

一

）

聚烯烃

1.

聚乙烯产量 万吨

6.2 55.6 6.5 55.3 -4.6 0.5

聚乙烯销量 万吨

6.2 54.5 6.6 54.6 -6.1 -0.2

2.

聚丙烯产量 万吨

6.2 54.3 6.3 53.5 -1.6 1.5

聚丙烯销量 万吨

7.2 54.6 7.0 54.4 2.9 0.4

（

二

）

尿素

1.

产量 万吨

18.0 153.2 18.1 133.6 -0.6 14.7

2.

销量 万吨

15.8 170.0 23.3 156.6 -32.2 8.6

（

三

）

甲醇

1.

产量 万吨

9.4 77.5 6.6 48.6 42.4 59.5

2.

销量 万吨

9.3 77.8 5.6 44.8 66.1 73.7

三

、

煤矿装备业务

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8.2 70.3 7.0 67.6 17.1 4.0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安全检查和煤矿地质条件变化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

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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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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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于 2021年 10月 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2、应参加会议监事 3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

3、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胡孔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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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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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北段 988 号公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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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69,76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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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8.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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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晓

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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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3人，董事王世根先生、张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本次

会议，独立董事郑联盛先生、凌运良先生及杨立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徐晓芳女士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 3人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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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徐晓芳

569,497,110 99.952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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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1

徐晓芳

123,842,998 99.7825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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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刘彦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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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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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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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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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10月 15日召开第七

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胡

孔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原监事会主席周俊先生不再担任监事会主席职务。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10月 16日

附：胡孔友先生简历

胡孔友先生,1964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铜陵市家用电器铜材厂党政办

秘书、副主任；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政治处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党委委员;铜陵精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铜陵华陵铜材有限公司总经

理，铜陵精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董事、董事

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铜陵精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002457�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1-065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 10月 15日（星期五）14时 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 2021年 10月 15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年 10月 15日下午 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南海路 13 号银川先进技术融合创新

中心 A座 8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如下：

股东人数 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

股

）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现场投票

7 113,815,775 34.044777

网络投票

6 90,700 0.027130

合计

13 113,906,475 34.071907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0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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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候

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提案《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

股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90,700 0 0.00000 89,100 98.23594 1,600 1.76406

合计

113,906,475 113,815,775 99.92037 89,100 0.07822 1,600 0.001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马继辉律师、陈海东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其他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主持人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宁夏青龙管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1-066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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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 2021年 10月 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现任全体监事及拟任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4:00 时在公司 8 楼会议室（宁夏银川市金

凤区亲水大街南海路 13号银川先进技术融合创新中心）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4.�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一致推选董攀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关于重新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会议选举董攀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1-045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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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东安动力 8号工房 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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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37,6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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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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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陈笠宝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6人，王瑛玮董事、陈芙蓉董事因公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孙毅监事因公未能出席；

3、公司 3名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航发东安签署〈搬迁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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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640,800 100 0 0 0 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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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民情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德钧、刘景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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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212� � �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1-临 059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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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 96 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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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970,9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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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6.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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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王彬先生主持，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陕西锦路律师事务所贾鑫和袁兴月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

作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 人，公司董事王普公、夏桂兰、杜军、柏薇、王萌、王樯忠、

马晓平、王玉梅、张传福、崔少华、张有全、陈景善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8人，出席 3人，公司监事许齐、王磊、武威、王立勇、朱占瑞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孙茏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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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527,554 99.9302 1,375,500 0.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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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 任

2021

年 度

审计机构的提案

860,707,

559

99.8404 1,375,500 0.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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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锦路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鑫、袁兴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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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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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140� � �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5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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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华科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21年 9月 30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0月 12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0月 15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10月 15日 9:15-15:00。

2．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A楼 1701会议室

4．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李立新董事长

6．合法性：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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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33041904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927%。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329414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085%；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计 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004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四、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以下股

份数均包括以现场和网络方式的投票数。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会议通知所列的议案，无取消或否决议案的情况。会议形成决

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郭贵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30414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 4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8437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4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3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 2021 年 9 月 4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21-067号《关于改选董事长、聘任副总经理（主持经理层工作）和补选董事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与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化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债务承担协议（闭口）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三院” ）为关联股东，公司

董事长李立新因担任化三院执行董事、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绘锦因担任化三院执行监事亦为

关联股东。上述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同意 1314378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0%； 反对 43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8437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4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3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21-079 号《关于与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化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债务承担协议》（闭口）的关联交易公告》。

五、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 方娟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2021]承义法字第 00258 号），认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2021]承义法字第 00258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1-118

债券代码：123123� � � �债券简称：江丰转债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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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通知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召

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0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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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0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2 人，代表股

份 95,443,1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030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93,961,58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37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 代表股份 1,481,5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52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6 人，代

表股份 4,764,6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9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

份 3,283,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4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1,481,

5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524％。

8、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席了

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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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姚力军先生、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拜耳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张辉阳先生、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4,763,188股， 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 反对 1,500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3,188 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 1,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4,854,064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28％；反对 589,09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175,595 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6363％；反对 589,09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63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

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