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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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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若羽臣” )，2021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的情况

1.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1,699,84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2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4,339,968元（含税），不送红股，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至实施本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再融资新增股份等

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2.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

变化。本公告公告日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也未

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1,699,84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6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54 王玉

2 08*****435 天津若羽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1*****294 王文慧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2年5月17日至登记日：2022年6月

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股东宁波晨晖盛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晨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

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晏小平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自发行上市至

减持公告之日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为除权

除息后的价格。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6号高德置地冬广场G座32层若羽臣证

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020-22198215

传真：020-22198999-8022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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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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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制定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以下简称

“《稳定股价预案》” ），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修订。

《稳定股价预案》 相关内容在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公司A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

所致， 在公司A股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则每股净资产相应

进行调整，下同）的条件（以下称“稳定股价条件” ）满足时，且公司情况同时满

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

动行为的规定，则触发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股

价义务。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为5.86元。自2022� 年4月26日起至2022年5月26日，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

启动条件，2022年5月26日为触发日。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公司应在触发稳定股价条件后10个交易日内制定

稳定股价方案并由董事会公告。公司将在 2022年6月10日前召开董事会，制定并

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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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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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宇” ）持有齐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数量为254,795,6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56%。本次解除质押56,450,000股，本次股份质押解除后，重庆华宇持有公司股

份合计质押数量为0股。

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收到股东重庆华宇转来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获悉其持有的本公司56,450,0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6,4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1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3%

解质时间 2022年5月25日

持股数量 254,795,642股

持股比例 5.5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重庆华宇将及时履行告知义

务，本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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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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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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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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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南路90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已于2022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2-023），公告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

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等。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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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05,187,2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09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96,822,51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954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8,364,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9%）。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小

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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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2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1,363,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代表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97,343,5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73％；反对7,843,9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2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8768％；反对7,843,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1232％；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97,356,2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98％；反对7,831,2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0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98,1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9369％；反对7,831,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0631％；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3、《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97,343,5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73％；反对7,831,22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02％；弃权12,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5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8767％； 反对7,831,22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0632％； 弃权

1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01％。

该项议案通过。

4、《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497,356,2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98％；反对7,831,22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0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98,15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9368％；反对7,831,22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0632％；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5、《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97,343,5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73％；反对7,843,9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2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8768％；反对7,843,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1232％；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6、《关于续聘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97,343,5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73％；反对7,843,9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2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8768％；反对7,843,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1232％；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7、《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97,343,5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73％；反对7,843,9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52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8768％；反对7,843,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1232％；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8、《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4,681,17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1770％；反对7,843,900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34.823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8768％；反对7,843,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1232％；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仲汉根、裴柏平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通过。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497,439,8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64％；反对7,747,6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33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81,7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3326％；反对7,747,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6674％；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10、《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497,439,8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64％；反对7,747,6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33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81,7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3326％；反对7,747,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6674％；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11、《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497,439,8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64％；反对7,747,6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533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81,774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3326％；反对7,747,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6674％；弃权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俐、潘春香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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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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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6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10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程勇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意见：程勇先生1982年参加工作，长期在民航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担

任要职，拥有丰富的企业运营及管理经验，程勇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选举其为公司

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

2022-057）。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程勇先生简历

程勇，男，196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专科学校飞

机驾驶专业、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本科学历，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特级飞行员。1982年1月参加工

作，历任中国北方航空公司沈阳飞行总队副总队长，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天鹅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三亚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公司北方公司总经理，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辽宁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等职务。

程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之情形。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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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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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1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13日

至2022年6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B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5月26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编号：临2022-056）。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221 ST海航 2022/6/1 －

Ｂ股 900945 ST海航B 2022/6/7 2022/6/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持股东有效证明、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法人股

股东持股权有效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法人代

表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人须持股权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于2022年6月10日17:00前到海航大厦8层东区进行登记，传真及信

函登记需经我司确认后有效。

六、 其他事项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8层东区

联系电话：0898-66739961

传真：0898-66739960

电子信箱：hhgfdshmsbgs@hnair.com

邮编：570203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13日召开的

贵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2-028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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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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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6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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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6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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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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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共204人，

代表股份945,88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6159%。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 代表股份

919,451,7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337%。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6人， 代表股份26,433,6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22％。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95人，代表股份26,684,93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5972％。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通过网络视频方式见证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944,970,5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3%；反对786,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2%；弃权

128,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70,1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717%； 反对786,5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474%； 弃权

128,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9%。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944,955,5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7%；反对801,5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

128,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55,1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155%； 反对801,5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36%； 弃权

128,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9%。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944,954,7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6%；反对801,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

128,9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54,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125%； 反对801,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4%； 弃权

128,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31%。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945,024,2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0%；反对733,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弃权

128,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823,8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732%； 反对733,0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71%； 弃权

128,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97%。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944,939,1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0%；反对921,5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4%；弃权

2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38,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540%； 反对921,5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34%； 弃权

2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6%。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38,374,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60%；反对7,382,3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5%；弃权

128,1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74,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8550%； 反对7,382,3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649%； 弃权

12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1%。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945,247,4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6%；反对627,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

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047,0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095%； 反对62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19%； 弃权

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44,763,1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4%；反对1,106,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0%%；弃

权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62,7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945%； 反对1,106,3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59%； 弃权

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骁悍、高沛勇和王震向大会递交了书

面述职报告，独立董事高沛勇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网络视频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

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

岭药业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

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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