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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07� � � �证券简称：振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5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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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镇澄路 2608�号振江股份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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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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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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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震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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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袁建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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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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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7,761 99.9848 8,200 0.015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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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7,761 99.9848 8,200 0.015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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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7,761 99.9848 8,200 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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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4,603,000 99.8221 8,200 0.1779 0 0.0000

2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4,603,000 99.8221 8,200 0.1779 0 0.0000

3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4,603,000 99.8221 8,200 0.177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3是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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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 杨贵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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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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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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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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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之日（2021年4月20日），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1）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立投资”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580,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5%；（2） 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鸿立华享” ）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40,0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3）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当涂鸿新”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167,9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

上述股东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088,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5%，上

述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13日，鸿立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

计8,39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8%，已严格按照减持计划完成股份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鸿立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9,580,800 7.55% IPO前取得：9,580,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鸿立投资 9,580,800 7.55% 由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鸿立华享 6,340,085 5.00% 由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当涂鸿新 3,167,936 2.50%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当涂鸿新实际控制人为

同一人

合计 19,088,821 15.05%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鸿立投资 8,395,100 6.68%

2021/5/14 ～

2021/11/13

集 中 竞

价交易、

协 议 转

让、大宗

交易

18.50－30.95 212,125,100

未 完 成 ：1,

678,628股

1,185,700 0.94%

其中鸿立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858,100股，通过协议转让减持6,500,000股，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1,037,00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11/17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1-04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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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1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15人，实到15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投成立合资公司开发金沙江下游水风光一体化可

再生能源基地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三峡集

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雷鸣山、马振波、张星燎、何红心、王世平回避了本项议

案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兑现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1-04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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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长电新能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电新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三峡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

团云南能投” ）按照51%和49%的比例共同出资30亿元（长电新能出资15.3亿元），设立长电

云南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电云能”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用名为准）。

长电云能设立后， 将作为金沙江下游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 （以下简称 “金下基

地” ）云南侧业务实施平台，统筹开展相关业务。

● 交易风险：本次出资资金拟用于长电云能相关项目投资，可能由于市场、政策、项目

等原因导致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公司及长电新能将积极参与长电云能公司治理，充分发

挥评审决策机构的作用，完善投资项目选择标准，加强投资项目管理、资金运用和风险控制。

一、关联交易概述

长电云能注册资本金30亿元， 由长电新能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投按照51%和49%的比例分

别现金出资15.3亿元和14.7亿元。实行认缴制，后续根据项目投资情况逐步实缴到位。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长电新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峡集团云南能投

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出资构成公司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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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2个月内， 公司与中国三峡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同比

例共同出资20亿元 （公司出资6亿元）， 增资中国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电安第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安第斯” ）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国长电国际 （香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电国际” ）、Cyan� Holdings� Limited、

Magent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和 LLAMAS� (BVI) � Investment� Limited分别持有

70.03%、9.99%、9.99%、9.99%的股份。长电安第斯向其全体股东发行新股，全体股东按持股比

例以其向长电安第斯提供的贷款本息以债转股的方式认购长电安第斯股份， 其中长电国际

转股债权本息金额为324,396,725美元。

以上两笔关联交易金额合计数未达到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长电新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峡集团云南能投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投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宝云路220号昆明三峡大厦26楼。

法定代表人：周成。

注册资本：50亿元。

主营业务：清洁能源、智慧能源、氢能源、综合能源、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天

然气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生态环保、水利工程、市政工程、水资源、水务项目的投

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股权投资及资产管理、技术研发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电力设施

承装、承修、承试；种植产业、养殖产业、旅游产业的投资、运营；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造；

普通货运；充电桩的建设、运营；住房租赁经营；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三峡集团云南能投合并口径经审计的资产总计847.90万元，负债

总计2.8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845.01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154.99万元，净利润-154.99万元。

三、拟成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电云南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用名为准）。

股权结构：长电新能51%股权，三峡集团云南能投49%股权。

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

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30亿元。实行认缴制，后续视项目投资情况逐步实缴到位。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金沙江下游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云南侧清洁能源业务，包

括风能、太阳能、抽水蓄能、储能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和运营管理（以工商部门核准内

容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目前，国家对于新能源跨越式发展及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的确立，以及多项鼓励政策

的陆续出台，有利于实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深度参与国家规划明确的多能互补清洁能

源基地建设。公司将着力把握清洁能源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以金下基地开发建设为契机，围

绕风光水（储）一体化综合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智慧综合能源解决方案配套项目两个方向，

在相关区域和业务领域进一步探索以大水电（含抽水蓄能）为基础的风光水储多能互补和源

网荷储智慧综合能源业务，探索“大水电+大风光基地+大储能+智慧综合能源” 的差异化发

展道路。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战略，符合公司新能源集约化、智慧化、差异化发展战略，有助于公司

快速布局金下基地的新能源、储能等业务。同时，兼顾战略和财务效应，将成为公司业务拓展、

电能质量提升和市值增长的重要手段。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投成立合资公司开发金沙江下游水

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的议案》相关材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成立合资公司开发

金沙江下游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符合国家“双碳”战略和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有

助于公司快速布局新能源业务，有利于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审议和披

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五届九次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三峡集团云南能投成立合资公

司开发金沙江下游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本次交易。关联董

事雷鸣山、马振波、张星燎、何红心、王世平回避了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21-071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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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认购江宸智能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8,160.78

万元参与认购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江宸智能” ；股票代码：835027）的

定向发行股票，认购数量为767.25万股，认购价格为10.636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参与认购江宸智能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0）。

1、原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江宸智能控股股东朱立洲、

项静承诺江宸智能2017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2018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元，

2019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8,000万元。其中，净利润是指江宸智能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变更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12月28日召开的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江宸智能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议案》，各相关方

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一致决定将原协议“第五条 特殊性约定” 中的第1款和第2款

规定中的期限顺延一年， 即业绩承诺期限从原来的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 变更为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朱立洲、项静承诺江宸智能在2018-2020年期间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4000万元和8000万元。其中，净利润是指江宸智能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变更江宸智能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

3、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8-2020年，经慈溪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江宸智能合并范围内的净利润实

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金额 差额

2018年 1,500 -156.14 -1,656.14

2019年 4,000 -224.64 -4,224.64

2020年 8,000 1,499.40 -6,500.60

合计 13,500 1,118.62 -12,381.38

根据以上数据，江宸智能未完成业绩承诺。

二、股权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1、公司已采取措施

2021年5月13日，公司已向回购义务人朱立洲、项静发送《股权回购通知》，要求其在2021

年7月12日前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宸智能20%股权。

2021年6月16日，公司向回购义务人朱立洲、项静发送《关于催促朱立洲、项静履行股权回

购义务的函》， 要求其在2021年7月12日前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

宸智能20%股权。

2、支付计划安排

经双方友好沟通，朱立洲及项静本人愿意按照2017年9月签署的《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及2018年12月签署的《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认购协议之变更协议》中的约定，回购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宸智能20%股权。

2021年7月11日，朱立洲向公司送达《履约担保函》，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将股份回购款全

额支付给公司，同时愿意自签署履约担保函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公司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的履约

定金，公司已收到朱立洲支付的500万元履约定金。

公司已多次与朱立洲沟通，督促其及时履行回购义务，朱立洲表示计划通过股权转让的方

式筹集资金，目前正在积极与外部资金对接。2021年10月11日，朱立洲向公司送达《承诺函》，

承诺股权回购款支付计划如下：1）在2021年11月12日前支付人民币不低于3,000万元（大写：叁

仟万元整）；2）在2021年12月25日前支付所有剩余股权回购款。如果朱立洲未按照承诺函的规

定支付股权回购款，则其股权回购义务加速到期，公司有权在任一期股权回购款期限到期日的

次个工作日起要求朱立洲立即向本公司支付所有股权转让款。 该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对朱立

洲具有不可撤销的约束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朱立洲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人民币3,000万元。

三、风险提示

1、后续股权回购款的收回目前存在不确定性，若该股权回购款不能如期回收，将给公司造

成损失。公司承诺将继续督促回购义务人尽快履行股权回购承诺，继续加强对股权回购款的催

收工作，并在出现相关风险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诉讼等措施要求履约，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后续将继续催促跟进股权回购相关事项，充分保障及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80� � �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21-064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Newegg拟进行公开融资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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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子公司 Newegg� Commerce,� Inc.（以下简称“Newegg” ）公开融资事项尚需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批准，以及完成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股票登记和发

行，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公开融资前，公司持有Newegg22,413.52万股，持股比例为60.78%，按照2021年11月

15日Newegg收盘价格19.21美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公开融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下降较少，

联络互动仍是Newegg的控股股东，Newegg仍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本次公开融资不会对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3、本次公开融资的方案、定价和内容可能因为 SEC� 的后续问询反馈和市场情况进行修

改和更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公开融资方案的情况

为解决公司银行贷款问题，提高公司偿债能力，促进公司电商业务持续稳定发展，为后续

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公司控股子公司Newegg拟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公开融资， 公司子公司

Newegg已于2021年11月15日向SEC申报了本次融资的招股说明书（FORM� F-1），具体方案

如下：

1、Newegg本次公开融资预计发行总价值不超过300,000,000美元的公司普通股，外加部分

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行业情况、管理层评估和市场情况等多种因素考虑；

2、 发行获得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回购公司持有的Newegg股份， 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拓展

Newegg的经营业务。本次公开融资完成后，Newegg将使用本次发行获得募集资金的一部分，以

公开发行价格为基础（扣减税金及承销费）回购公司持有的Newegg股票，回购资金用于偿还

公司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的贷款；

3、授权 Newegg�管理层向 SEC�提交本次公开融资的招股说明书（FORM� F-1）及相关

文件资料， 以通过 SEC�审核并完成 Newegg�的公开融资；

4、授权Newegg�管理层向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提交公开融资所需的所有发行申请文件；

以上文件将通过 Newegg� Commerce,� Inc.（NASDAQ：NEGG）在 SEC�的网站下的电子

数据系统（EDGAR：https://www.sec.gov/edgar.shtml）进行披露，请各位投资者参阅相关公告

和文件。

二、本次公开融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Newegg公开融资有利于解决公司债务问题，提高公司偿债能力，缓解公司资

金压力；同时，本次融资将提升Newegg在美国资本市场的知名度，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将提

升Newegg整体市场竞争力，为后续工作做必要的准备，支持其未来业务发展。

本次公开融资仍有众多不确定因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Newegg董事会决议；

2、Newegg招股说明书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788� � � �证券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2021-06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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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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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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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417,53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59,121,1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1,29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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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453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276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1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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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闫峻先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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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8人，宋炳方、陈明坚、田威、王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汪红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裁、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朱勤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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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6,658,403 99.885936 2,460,784 0.113971 2,000 0.000093

H股 290,885,930 99.859107 410,417 0.140893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2,447,544,333 99.882746 2,871,201 0.117172 2,000 0.000082

2、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签署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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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1,804 99.805602 74,200 0.189296 2,000 0.005102

H股 291,296,34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330,418,151 99.976944 74,200 0.022451 2,000 0.000605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蔡敏男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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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513,174 99.925525 1,606,013 0.074382 2,000 0.000093

H股 290,591,899 99.758168 704,448 0.241832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2,448,105,073 99.905630 2,310,461 0.094288 2,000 0.0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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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36,735,220 93.717068 2,460,784 6.277830 2,000 0.005102

2

关于与中国光大集

团股份公司签署日

常关联（连）交易框

架协议的议案

39,121,804 99.805602 74,200 0.189296 2,000 0.005102

3

关于选举蔡敏男先

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37,589,991 95.897717 1,606,013 4.097181 2,000 0.0051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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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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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788�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068

H股代码：6178� � � � H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履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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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选举蔡敏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根据《证券法》（2019年修订）、《关于

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号）等相关

规定，蔡敏男先生董事任职自2021年11月16日起生效。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蔡敏男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日生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1-109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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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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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6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11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共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92人，代表股份数为2,167,879,66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7.021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数为1,890,277,67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28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数277,601,99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7407％。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281,502,52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4,605,

5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276,896,99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286％。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营业期限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2,165,322,252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股份的99.8820％；反对2,557,4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1180％；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8,945,1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15％；反对2,557,4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王明曦律师、李青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999� � �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 2021－06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完成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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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国际）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不

超过23.5亿港元，同时授权公司及招证国际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增资相关手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香港子公司增资有关事

项的函》（机构部函【2021】2489号），公司向招证国际增资23.5亿港元。招证国际已于近日完

成香港公司注册处的信息变更以及监管部门的报备手续，其股本已变更为6,453,627,390港元。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2021-051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第一期）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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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行”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1年11月12日簿记建档，于2021年11月16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400亿元，前5年票面利率为3.76%，每5年调整一次，在第5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

人有条件赎回权。本期债券将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债券登记和托管。

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机构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