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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西仪股份董事会办公室，邮编：650114

联 系 人：赵瑞龙

电 话：0871-68598357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2022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3、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4、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65” ，投票简称为“西仪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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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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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9日的交易时间，2022年6月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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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6月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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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2年6月9日召开的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

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2022�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意见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条件

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需

逐项表决）

√

作为投

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

（

23

）

2.01

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情况

2.02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

2.03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

2.04

定价基准日

√

2.05

发行价格

√

2.06

发行数量

√

2.07

锁定期安排

√

2.08

过渡期间损益

√

2.0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情况

2.10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

2.11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

2.12

定价基准日

√

2.13

发行价格

√

2.14

发行数量

√

2.15

锁定期安排

√

2.1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

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2.17

业绩承诺期间

√

2.18

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情况和交易价格

√

2.19

盈利预测及利润承诺情况

√

2.20

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

2.21

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

2.22

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

2.23

本次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的议案

√

5.00

关于《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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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

√

7.00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9.00

关于确认公司本次交易中相关审计报告（更新财务数据）、审阅报告（更

新财务数据）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10.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1.0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分析及填补措施与相关承诺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14.00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

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

16.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情形的议案

√

17.00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的议案

√

1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

19.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人和委托代理人姓名。

2、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赞成、反对、弃权” 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 ；每项均为单选，不选或多选均视为

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3、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265�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8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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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电邮或书面送达的方

式发出会议召开通知，于2022年5月23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分别为

江朝杰、张伦刚、逯献云、闫文猛、陶国贤。会议由江朝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本次交易中相关审计报告（更新财务数据）、审阅报告（更新财务数据）及资产评估报

告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装备集团” 或“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重庆建设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工业”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因本次交易财务数据更新需要，公司聘请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2年3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对建

设工业进行加期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模拟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书》（中兴华专字（2022）第010357号），同时对本次交易模拟实施后公司的备考财务报表进行了补充审阅，并出具《云南西仪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中兴华阅字（2022）第01001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根据西仪股份2021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建设工业2022年3月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及2021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上市公司（万元）

133,139.70 87,974.53 78,447.46

建设工业（万元）

581,365.99 173,383.24 375,532.32

交易金额（万元）

496,471.67 /

标的资产相关指标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万元）

581,365.99 496,471.67 /

指标占比

436.66% 564.34% 478.71%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重组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需要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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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根据加期后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意见，对前期编

制的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更新，并编制了《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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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 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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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等的规定，就本次交易，公司拟与交易

对方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部分条款予以修

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分析及填补措施与相关承诺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财务数据更新需要，公司聘请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2年3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对重

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加期审计。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了再次认真、审慎、客观的分析。为防范本次交易可能导致的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风险，公司制定了填补

回报的具体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交易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

出了有关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

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说明》。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 备查文件

1、《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65�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0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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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了《2022年一季度报告》。近日，因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需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编制的2021年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及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中兴华阅字（2022）第010011号《备考审阅报告》。现公司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对已披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调整。具体如下（加粗字体为更正项）：

一、“一、主要财务数据”中“（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453,174.83 -1,520,935.13 12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85,814.26 -3,432,295.56 11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4 -0.0048 12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4 -0.0048 12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 -0.17% 0.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76,135,973.11 1,331,396,971.14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895,134,052.95 879,745,346.18 1.75%

更正后：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584,159.52 -1,520,935.13 13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60,633.48 -3,432,295.56 10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8 -0.0048 1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8 -0.0048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0.17%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59,225,987.12 1,331,396,971.14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878,922,090.79 879,745,346.18 -0.09%

二、“一、主要财务数据”中“（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280,310.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9.85

合计

-32,639.43 --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830,671.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435.40

合计

423,526.04 --

三、“一、主要财务数据”中“（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更正前：

1、资产负债表项目

（2）本期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228.51%，主要是子公司预付账款本期比年初增加1881万元。

（3）本期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64.11%，主要是子公司其他应收账款本期比年初增加162万元。

（5）本期一般风险准备比期初减少59.30%，主要是本期安全生产费实际发生额大于计提数。

2、利润表项目

（2）本期其他收益同比减少81.62%，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3）本期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91.21%，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同比减少148万元。

更正后：

1、资产负债表项目

（2）本期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230.47%，主要是子公司预付账款本期比年初增加1,898万元。

（3）本期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68.54%，主要是子公司其他应收账款本期比年初增加173万元。

（5）本期专项储备比期初减少64.11%，主要是本期安全生产费实际发生额大于计提数。

2、利润表项目

（2）本期其他收益同比减少1.58%，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3）本期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99.35%，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同比减少148万元。

四、“四、季度财务报表”中“（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43,959,583.15 197,245,655.40

应收款项融资

48,125,755.18 52,951,274.56

预付款项

30,307,724.44 9,225,902.15

其他应收款

4,296,897.78 2,618,235.47

存货

199,195,087.24 179,733,707.28

其他流动资产

8,501,953.59 9,102,794.22

流动资产合计

604,754,718.53 554,542,679.07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605,126,523.82 618,063,629.09

开发支出

4,018,076.78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41,443.39 10,041,443.3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185,063.92 14,561,193.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771,381,254.58 776,854,292.07

资产总计

1,376,135,973.11 1,331,396,971.14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208,521,699.98 174,004,926.04

合同负债

9,826,166.46 9,900,219.76

应付职工薪酬

37,085,854.94 37,310,434.34

应交税费

7,058,279.54 9,033,320.85

其他应付款

42,139,854.21 42,269,388.73

其中：应付利息

433,595.56 0.00

其他流动负债

1,277,271.64 1,377,619.70

流动负债合计

432,466,975.93 401,992,707.11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20,182,882.52 22,405,616.32

递延收益

22,108,670.50 23,700,508.7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33,072.24 1,433,072.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876,249.08 50,002,321.10

负债合计

481,343,225.01 451,995,028.21

所有者权益：

专项储备

一般风险准备

893,511.25 2,195,445.68

未分配利润

-48,444,524.08 -65,135,165.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95,134,052.95 879,745,346.18

少数股东权益

-341,304.85 -343,403.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894,792,748.10 879,401,942.9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76,135,973.11 1,331,396,971.14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3,714,792.63 2,455,841.22

应收账款

241,588,038.43 197,245,655.40

应收款项融资

44,410,962.55 50,495,433.34

预付款项

30,488,442.58 9,225,902.15

其他应收款

4,412,790.85 2,618,235.47

存货

197,808,331.60 179,733,707.28

其他流动资产

8,304,552.63 9,102,794.22

流动资产合计

601,095,628.42 554,542,679.07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596,786,408.38 618,063,629.09

开发支出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148,739.73 10,041,443.3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185,063.92 14,561,193.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758,130,358.70 776,854,292.07

资产总计

1,359,225,987.12 1,331,396,971.14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204,177,702.43 174,004,926.04

合同负债

11,564,237.45 9,900,219.76

应付职工薪酬

36,735,854.94 37,310,434.34

应交税费

7,821,555.57 9,033,320.85

其他应付款

41,839,165.52 42,269,388.73

其中：应付利息

0.00 0.00

其他流动负债

1,503,220.87 1,377,619.70

流动负债合计

430,199,585.94 401,992,707.11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20,904,626.95 22,405,616.32

递延收益

23,030,148.00 23,700,508.7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65,697.74 1,433,072.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50,452,096.51 50,002,321.10

负债合计

480,651,682.45 451,995,028.21

所有者权益：

专项储备

788,030.77 2,195,445.68

一般风险准备

0.00 0.00

未分配利润

-64,551,005.76 -65,135,165.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78,922,090.79 879,745,346.18

少数股东权益

-347,786.12 -343,403.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8,574,304.67 879,401,942.9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59,225,987.12 1,331,396,971.14

2、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二、营业总成本

217,372,192.54 224,005,132.98

其中：营业成本

183,943,725.08 188,292,116.39

研发费用

7,289,097.61 9,759,499.35

加：其他收益

155,140.68 844,031.2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1,000,428.80 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1,218,897.25 -971,733.33

加：营业外收入

135,170.16 1,537,887.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1,045,357.54 566,529.30

减：所得税费用

590,084.31 2,015,058.7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455,273.23 -1,448,529.4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455,273.23 -1,448,529.44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3,174.83 -1,520,935.13

2.

少数股东损益

2,098.40 72,405.69

七、综合收益总额

455,273.23 -1,448,529.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53,174.83 -1,520,935.1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098.40 72,405.6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14 -0.004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4 -0.0048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二、营业总成本

215,876,772.37 224,005,132.98

其中：营业成本

178,430,228.13 188,292,116.39

研发费用

11,307,174.39 9,759,499.35

加：其他收益

830,671.56 844,031.2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0.00 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2,389,419.50 -971,733.33

加：营业外收入

10,000.00 1,537,887.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2,090,709.63 566,529.30

减：所得税费用

1,415,413.47 2,015,058.7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675,296.16 -1,448,529.4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675,296.16 -1,448,529.44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4,159.52 -1,520,935.13

2.

少数股东损益

91,136.64 72,405.69

七、综合收益总额

675,296.16 -1,448,529.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84,159.52 -1,520,935.1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91,136.64 72,405.6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18 -0.004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8 -0.0048

除上述更正外，《2022年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调整后的公司《2022年一季度报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公司因上述调整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61� � �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22-03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中标2022-2024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3日接到全资孙公司深圳

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科技”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海云天

科技为“2022-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 的中标联合体之

一。

一、采购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人名称：司法部政府采购办公室

2、项目名称：2022-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

3、中标金额：每人每卷18.56元

4、采购代理机构：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5、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6、中标内容：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技术服务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系统（以下简称“计算机化考试系统” ）全部子系统的运维、升级、云

部署。计算机化考试系统全部子系统包括机考系统、考务安全管理系统、视障考生答题系统、

题库系统、答题模拟系统、评阅卷系统等。

7、中标情况：根据本项目的资格要求，为落实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本项目合同

中由小微企业承接服务的金额，应占合同总额不少于30%，海云天科技与北京信诺软通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联合体确定为项目的中标人，其中海云天科技作为联合体牵头

人。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2022-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以下简称“国家法律考试

服务项目” ）系海云天科技2018年以来第三次中标该项目。2018年，海云天科技通过该项目实

现销售收入5905万元（包括由省、市司法厅局支付的机位费和监考费）；2019-2021年，海云天

科技通过该项目实现销售收入22988万元（包括由省、市司法厅局支付的法考标准化基地建

设、法考的机位费和监考费）；本次中标预计将为海云天科技未来三年带来约2亿元的销售收

入（包括分省的机位费和监考费等），将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海云天科技凭借领先的研发技术与丰富的行业服务经验， 打造了考试全流程在线网络

化、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智能考试系统，每年交付全国性大规模机考项目达十个以上，智能考试

系统服务考生人数超过300万/年，计算机化考试科次数超过800万。本次中标充分体现了市场

对海云天科技实施高利害、大规模、全国性计算机考试服务综合能力的信任及肯定，进一步巩

固了海云天科技在国内计算机化考试等资格考试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

力。

三、风险提示

海云天科技目前已收到《中标通知书》，但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和合同条款存在

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分省的机位费和监考费由各省市区司法厅

局自行负责采购，存在合作和收入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2-04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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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2022年4月30日在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于2022年5月20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更正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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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3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

4.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封有顺先生

7.会议方式：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其中一种方式。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8.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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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4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80,848,828股，占公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6.3126%。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701,428� � � � �股，占公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0.679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计0名。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5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80,848,828股，占公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6.312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王秀宏、杨姗姗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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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公司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会议

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卢烜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606,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901� %；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459,497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2.7425%；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 卢烜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封有顺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8,366,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30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219,497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71.4767%；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 封有顺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尹喜元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578,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55� %；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431,497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2.4208%；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 尹喜元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田丰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57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58� %；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431,701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2.4231%；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田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闫忠海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578,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55� %；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431,497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2.4208%；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闫忠海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任跃英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8,17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97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031,701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9.3185%；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任跃英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程岩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578,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55� %；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431,497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2.4208%；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程岩女士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孙莉莉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77,567,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416� %；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420,296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2.2920%；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孙莉莉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白玉彪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77,978,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50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831,497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67.0177%；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白玉彪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资产向关联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0,746,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5%；反对102,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599,12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98.8243� %；反对 102,3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1.1757� %；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0,734,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7� %；反对11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8,587,22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98.6876%；反对114,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1.3124�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0,622,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01%；反对22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8,475,12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

所持股份的97.3993%；反对226,3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2.6007�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召集人与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及其他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各项议案的审议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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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公告

公司总经理江澜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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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公司总经理江澜先生计划自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2年2月24日一2022年8月23日），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446,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788%）。

近日，公司收到江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江澜先生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江澜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持股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江澜先生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据相关规定，江澜先生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数量不得超过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澜先生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

定承诺的情况。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在减持期间，江澜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江澜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及减持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日，江澜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减持计划的实

施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