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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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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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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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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4,02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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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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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李克恕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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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韩海芳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3名高管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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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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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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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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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0,061 99.9869 63,400 0.013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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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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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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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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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0,896 98.9259 59,400 1.0741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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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64,061 99.9877 59,400 0.012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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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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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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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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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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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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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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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23,261 99.6074 1,900,200 0.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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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470,896 98.9259 59,400 1.0741 0 0.0000

8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5,470,896 98.9259 59,400 1.0741 0 0.0000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3,630,096 65.6401 1,900,200 34.359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议案7、10项为本次股东大会需特别决议通过

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7、8、10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统计未剔

除董监高。

3.第8项《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303,121,313股）、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175,371,852� 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 478,493,165股， 并以

478,493,165股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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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延君、陈富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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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2-039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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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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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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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来高科技产业园西区创远路36号院

8号楼5层我爱我家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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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数量488,801,2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751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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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

数量469,928,6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950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人， 代表股份数量

18,872,5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012％。

4.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数量18,872,57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8012％。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提案，其中，以下第8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

该提案时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8,619,763 99.9629％ 32,900 0.0067％ 148,600 0.0304％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691,074 99.0383％ 32,900 0.1743％ 148,600 0.7874％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8,619,763 99.9629％ 32,900 0.0067％ 148,600 0.0304％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691,074 99.0383％ 32,900 0.1743％ 148,600 0.7874％

3.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8,619,763 99.9629％ 32,900 0.0067％ 148,600 0.0304％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691,074 99.0383％ 32,900 0.1743％ 148,600 0.7874％

4.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8,619,763 99.9629％ 32,900 0.0067％ 148,600 0.0304％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691,074 99.0383％ 32,900 0.1743％ 148,600 0.787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8,768,363 99.9933％ 32,900 0.0067％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839,674 99.8257％ 32,900 0.1743％ 0 0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8,768,363 99.9933％ 32,900 0.0067％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839,674 99.8257％ 32,900 0.1743％ 0 0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证券及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488,801,263 484,498,573 99.1197％ 4,302,690 0.8803％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4,569,884 77.2014％ 4,302,690 22.7986％ 0 0

8.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469,928,689股，实际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为18,872,574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18,872,574 18,691,074 99.0383％ 32,900 0.1743％ 148,600 0.7874％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8,872,574 18,691,074 99.0383％ 32,900 0.1743％ 148,600 0.7874％

除审议上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君、孙钊；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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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ST泰禾 公告编号：2022-025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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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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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上午9:15至2022年5月26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9号东二环泰禾广场泰

禾中心30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廖光文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0日。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46,834,408股，占总

股本的46.0779%。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142,117,008股，占总股本的45.888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17,400股，占总股本的0.18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6,596,4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92％；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5,212,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507％；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6,576,7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

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17％。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5,192,3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300％；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3％；弃权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3、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4,301,9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792％；反对2,53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08％；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2,917,5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3468％；反对2,53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4,301,5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2,53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08％；弃

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2,917,1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3464％；反对2,53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3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5、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6,408,0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28％；反对42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5,023,6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533％；反对42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6,596,4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92％；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5,212,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507％；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向关联方借款预计情况的议案》。本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数

1,051,384,336股。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192,77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304％；反对23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489％；弃权

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06％。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5,192,7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304％；反对23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9％；弃权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8、审议《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46,576,7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257,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95,192,3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300％；反对257,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江日华、薛玢页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33� � �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6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第四十二次）到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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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使用不超过5,000万

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过6个月)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

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在浦发银行贵阳

西南国际商贸城支行购买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3517期

（1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详见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于2022年5月25日到期， 理财本金

4,000万元及收益103,333.33元已经到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733� � �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7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第四十三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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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使用不超过5,0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短期(不超过6个月)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3579期（1个月看跌网

点专属）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购买金额：4,000万元人民币

4.�计划销售期：2022年5月25日

5.�产品收益起算日：2022年5月27日

6.�产品到期日：2022年6月27日

7. �预期年化收益率： 本产品保底收益率1.35%， 浮动收益率为0%或1.65%

（中档浮动收益率）或1.85%（高档浮动收益率）。中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

中档浮动收益率，高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高档浮动收益率。期初价格为

2022年05月31日北京时间10点的产品挂钩标的价格，上限价格为“期初价格×

106.32%” ，下限价格为“期初价格×96.2%” ，观察价格为产品观察日北京时间

14点的产品挂钩标的价格。如果观察价格小于下限价格，兑付高档收益率；如果

观察价格大于等于下限价格且小于上限价格，兑付中档收益率；如果观察价格

大于等于上限价格，兑付保底收益率。

8.�产品挂钩指标：彭博“EUR� CURNCY� QR” 页面中欧元兑美元的实时

价格。

9.�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

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

影响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进而导致本结构性存款

产品不能获得预期的产品收益。

（2）市场风险：结构性存款产品存续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

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

同， 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

性。

（3）延迟兑付风险：在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如因投资标的无法及时变现等

原因或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则客户面临结构性

存款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对于有确定投资期限的产品，客户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

之前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5）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

前终止权， 导致结构性存款产品实际运作天数短于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如

果结构性存款产品提前终止，则客户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6）募集失败风险：在募集期，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

到最低募集规模等原因，该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7）信息传递风险：客户应根据客户权益须知中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

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结构性存款产品信

息，并由此影响客户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客户自行承担。

（8）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如果客户或浦发银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

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不可抗力情形包括

但不限于火灾、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军事行动、罢工、流行病、IT系统故

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中国人民银行结算系统故障、证券交易所及

登记结算公司发送的数据错误、证券交易所非正常暂停或停止交易、金融危机、

所涉及的市场发生停止交易，以及在合同生效后，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

变化导致结构性存款产品违反该规定而无法正常操作的情形。一方因不可抗力

不能履约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产品资金损失的扩

大，并在不可抗力事件消失后继续履行合同。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浦发银行无法

继续履行合同的，则浦发银行有权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产品，并将发生不可抗

力后剩余的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资金划付至合同中约定的客户指定账户内。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二）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

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

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运

转。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够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

好的投资回报。

五、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情况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相关

公告日期详见如下表格：

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2021/5/2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十四次）的公告

2021/6/2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十五次）的公告

2021/8/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十六次）的公告

2021/9/8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十七次）的公告

2021/10/2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十八次）的公告

2021/12/3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三十九次）的公告

2022/2/2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四十次）的公告

2022/3/2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四十一次）的公告

2022/4/26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第四十二次）的公告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情况：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2021/5/18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三次）到期的公告

2021/6/29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四次）到期的公告

2021/8/4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五次）到期的公告

2021/9/3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六次）到期的公告

2021/10/11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七次）到期的公告

2021/11/23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八次）到期的公告

2022/2/7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三十九次）到期的公告

2022/3/21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四十次）到期的公告

2022/4/26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四十一次）到期的公告

2022/5/27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四十二次）到期的公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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