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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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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阳纸业” ）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2月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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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的交易时间，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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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3日 （现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12月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9日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22,076,23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675％。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6,503,28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179％。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5,572,9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3496％。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386,852,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2%。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会议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董事逐项进行表决如下：

1、选举李洪信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14,363,49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79,139,3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3%。

表决结果：通过。

李洪信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选举李娜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0,312,75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5,088,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1%。

表决结果：通过。

李娜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选举刘泽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0,312,75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5,088,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1%。

表决结果：通过。

刘泽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选举王宗良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0,348,75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5,124,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5%。

表决结果：通过。

王宗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董事逐项进行表决如下：

1、选举李耀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879,83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655,6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2%。

表决结果：通过。

李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

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选举徐晓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658,04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433,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9%。

表决结果：通过。

徐晓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选举王晨明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880,13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655,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3%。

表决结果：通过。

王晨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监事逐项进行表决如下：

1、选举张康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882,0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657,8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8%。

表决结果：通过。

张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选举杨林娜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36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140,4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0%。

表决结果：通过。

杨林娜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

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946,5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0％；反对的股数8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的股数4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722,3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反对的股数8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的股数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773,29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的股数259,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弃权的股数4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549,1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反对的股数259,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弃权的股数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945,7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0％；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的股数4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721,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的股数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表决结果：通过。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

7.1�《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386,765,04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的股数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765,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2�《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386,765,04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的股数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765,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21,989,23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6％；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的股数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86,765,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反对的股数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

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关联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的股数1,607,584,3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66％；反对的股数14,491,8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34％；弃权的股数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372,360,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39％；反对的股数14,491,8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61％；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分别刊登在2021年10月28日、2021年11月13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

关公告和文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永刚律师、黄丰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太阳纸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太阳纸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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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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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78� �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1-06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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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满足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西太阳

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太阳” ）的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00万元对广西太阳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广西太阳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

元增加至人民币300,000万元。

2、2021年12月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西太

阳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3、本次投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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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铁山港口岸联检大楼三楼25号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12MA5NXT7X06

3、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4、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林木种植；木浆、木片及纸、纸板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

易；造纸用原材料的收购；热电的生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化学品除

外）；仓储设施管理与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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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经营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广西太阳（经审计）总资产2,518,325,633.46元，总负债1,023,803,

377.87元，净资产1,494,522,255.59元，营业收入0.00元，净利润-5,442,415.01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广西太阳（未经审计）总资产 8,492,916,777.13元，总负债6,523,

799,854.64� �元，净资产 1,969,116,922.49�元，营业收入0.00� �元，净利润 -25,405,333.10� �元。

7、广西太阳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为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0万元对广西太阳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广西

太阳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30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故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四、对外投资

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广西太阳有利于增强其资本实力，满足其后续开展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等

的资金所需，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78� �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1-066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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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等议案；同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选举王

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李洪信先生、李娜女士、刘泽华先生、王宗良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

述7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张康先生、杨林娜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王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上述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78� �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1-065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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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11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会议由张康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3、本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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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

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召集人，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张康先生的简历详见于2021年11月13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78� �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1-063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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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太阳纸业”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1年11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3、本次会议由李洪信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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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

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李洪信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李娜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

后，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

事长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内部委员选举主任委员，并经董事会批准。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1、同意李洪信先生、李娜女士、刘泽华先生、王宗良先生、李耀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李洪信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李洪信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徐

晓东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3、同意王晨明女士、李耀先生、李洪信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王晨明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同意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李洪信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李耀

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李洪信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7名副总经理：聘任应广东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聘任刘泽华先生、陈昭军先生、王宗良先生、陈文俊先生、曹衍军先生、

庞福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王宗良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庞福成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庞福成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如下：

1、联系电话、传真：0537-7928715、0537-7928762

2、办公邮箱： pangfucheng@sunpaper.cn

3、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1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治理需要，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

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涛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如下：

1、联系电话、传真：0537-7928715、0537-7928762

2、办公邮箱：wangtao@sunpaper.cn

3、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1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治理需要，董事会决定聘任郭成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洪信先生、李娜女士、刘泽华先生、王宗良先生、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和

王涛先生的简历分别详见于2021年11月13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资产运营规模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所肩负的责

任，按照太阳纸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确定

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总经理李洪信先生年薪人民币40万元；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应广东先生年薪人民币98万元；

副总经理刘泽华先生年薪人民币82万元；

副总经理陈昭军先生年薪人民币36万元；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宗良先生年薪人民币36万元；

副总经理陈文俊先生年薪人民币36万元；

副总经理曹衍军先生年薪人民币36万元；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庞福成先生年薪人民币36万元。

公司本次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直至新的薪酬方案

通过后自动失效。

以上薪酬均为税前薪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各类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如有）等费

用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前述薪酬不包含职工福利费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将根据行

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关联董事李洪信先生、刘泽华先生、王宗良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满足太阳纸业全资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太阳” ）的

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0万元对广西太阳进行增资。本次增资

完成后，广西太阳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30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详见2021年12月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1-064。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一、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应广东先生，生于196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应广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0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应广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核实，应广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陈昭军先生，生于1962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MBA，高级工程师。1988年加入本公

司，历任山东省兖州市造纸厂开发部部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等。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昭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2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昭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核实，陈昭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陈文俊先生，生于196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1989年加入本公司，历任

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山东太阳白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文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2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文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核实，陈文俊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曹衍军先生，生于1972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工程师。1995年加入本公

司，历任公司技术处副处长、兖州天颐纸业有限公司经理、公司兴隆分公司负责人、公司制浆

车间经理、公司制浆事业部总监、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衍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0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曹衍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核实，曹衍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庞福成（庞传顺）先生，生于197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1995年加入本

公司，历任公司总经办科员、企管处副处长、证券部经理、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庞福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0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庞福成先生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核实，庞福成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郭成代先生，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2000年1月加入本

公司。曾任公司审计部主管，长期从事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成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成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核实，郭成代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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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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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2021年2月8日，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合伙企业天津奇

睿天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睿天成” ）与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关村发展” ）、北京中关村资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资本” ），

签订了《北京中关村高精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

议” ）。奇睿天成作为有限合伙人（LP），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认购北京

中关村高精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业投资基金” ）份额，占该创业投资基

金份额的45.29%（后续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可向其他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扩募

基金份额）。中关村资本担任创业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普通合伙人（GP），其他投资

方为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5号）。

二、进展情况

1、基金备案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创业投资基金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北京中关村高精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北京中关村资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1年3月25日

2、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认购出资情况及募集进展

根据各方已签署的《合伙协议》，创业投资基金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220,800万元，尚未全

部实缴完成。各方已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

人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金额

（

万元

）

认缴

比例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北京中关村资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800 0.36% 320

货币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0,000 54.35% 48,000

货币

天津奇睿天成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5.29% 100,000

货币

尚未实缴完成的合伙人将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由普通合伙人按照各方另行约定的时间

发出付款通知，继续履行出资义务。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创业投资基金尚未开展任何投资活动，基金约定投资周期较长，投资

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 投资标的选择、 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可能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流动性较低、整体收益水平无法实现预期效益，产生投资亏损的

风险。公司将继续对创业投资基金的后续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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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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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注射用艾普拉唑钠继续纳入医保目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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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的通知》

（医保发〔2021〕50号，以下简称：《医保目录》）。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重点产品注射用

艾普拉唑钠通过谈判续约，继续纳入《医保目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通用名：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商品名：壹丽安

医保支付标准：71元（10mg/支）

生产许可持有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被授权企业：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功能主治/适应症：消化性溃疡出血。

药品医保支付标准有效期：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药品市场情况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于2018年1月获批生产， 于2019年11月通过谈判首次纳入 《医保目

录》。2020年年度销售收入金额为人民币82,080.94万元。有关首次纳入《医保目录》详情请见

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发布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纳入医保目录

的公告》（临2019-10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本次参加国家医保续约谈判，一系列新的临床证据证明本品具有更显

著的疗效、安全性和经济性，经多轮沟通，最终签约成功，且本次续谈结果取消了原报销范围

中“禁食医嘱或吞咽困难” 限制，使得适用性更广，方便临床处方且患者获益更多。

虽然医保支付标准由原来的156元/支降为71元/支， 对该品种明年的销售规模和增长率

均有一定影响。但此次降价后将进一步提高患者用药的经济性和可及性，惠及更多患者。公司

未来将持续加强本品的市场拓展，不断提高医院覆盖率，保证本品对公司业绩的稳定贡献。新

版《医保目录》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

影响。敬请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955� � �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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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程凤朝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程凤朝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程凤朝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规定的最低要求，程凤朝先

生的辞职申请应当在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在新任独立董事未就任前，程凤朝先生

仍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责。辞职申请生效后，程凤朝先生

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业

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程凤朝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了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职责，对公司业务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为公司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

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股票代码：600512� � �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1-055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认购信托计划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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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继续

认购信托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宁波汇浩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汇浩投

资” ）作为一般委托人及一般受益人，出资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认购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 ）拟设立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劣后级份额；本公司

承担该信托计划的补仓义务。

汇浩投资与陕国投已于2021年11月10日签订信托合同， 信托计划分两期设立， 分别为

“陕国投·聚财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聚财2号信托计划” ）及“陕国

投·聚财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两期信托计划除规模区别以外，其他合同条款均

为一致。信托合同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1日披露的公告临2021-050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聚财2号信托计划” 依据信托合同约定于 2021年12月3日正式设

立，共募集信托资金人民币10亿元；其中，汇浩投资认购一般信托资金人民币5亿元。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