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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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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对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24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关注

函》相关事项做出说明，在2022年5月2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至深圳证券交

易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就《关注函》涉及的相关问题逐项落实

并组织回复。截至目前，由于《关注函》部分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公司尚

未完成《关注函》的全部回复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关注函》延期回复并对外公开披露。公司对此次延期

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2-064号

债券代码：128111� � � � �债券简称：中矿转债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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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公司” ）于2022年4月

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2），董事/部分实际控制人欧学钢、魏云峰、汪芳淼，公司董事/持股5%以

上股东孙梅春，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肖晓霞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学书合计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2,548,675股，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432,000股。

2022年5月26日，公司接到通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持股5%以上股东孙

梅春已减持2,950,000股，占减持计划减持数量的85.9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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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孙梅春 集中竞价交易

2022.5.25 105.90 2,121,000 0.6513%

2022.5.26 104.45 829,000 0.2545%

合计

105.49 2,950,000 0.9058%

注：1、减持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以公司截至2022年5月20日收盘的总股本325,664,142

股计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孙梅春

合计持有股份

20,147,650 6.1866% 17,197,650 5.280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51,913 0.9064% 1,913 0.00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195,737 5.2802% 17,195,737 5.280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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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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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

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减持人员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

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减持人员签署的《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2-065号

债券代码：128111� � � � �债券简称：中矿转债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减少

超过1%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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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公司” ）于2021年9月

15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减少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0号），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孙梅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2,927,650股，持

股比例为7.10%。截至本公告日，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权激励导致公司

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及孙梅春先生减持公司股份，孙梅春先生现持有本

公司股份17,197,650股，持股比例为5.28%，其持股比例减少超过1%，具体情况如

下：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孙梅春

住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5

月

26

日

股票简称 中矿资源 股票代码

002738

变动类型

（

可多选

）

增加

□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

A

股

、

B

股等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A

股

0

被动稀释

0.05%

2,780,000 0.85 %

2,950,000 0.91 %

合 计

5,730,000 1.81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集 中 交 易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3.

本次变动前后

，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孙梅春

22,927,650 7.10% 17,197,650 5.28%

合计持有股份

22,927,650 7.10% 17,197,650 5.2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16,913 1.03% 1,913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610,737 6.08% 17,195,737 5.28%

4.

承诺

、

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

、

意向

、

计划

是

√

否

□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

日披露了

《

关于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

：

2022-032

）。

本次部分权益变动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

证券

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

否

√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

证券法

》

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

否

√

6.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 1、本公告中股份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以公司截至2022年5月20日收盘的总

股本325,664,142股计算。

2、本公告中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3、孙梅春先生为公司的董事之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在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按其上年末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5%自动锁定。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7,195,737股为高管锁定股。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2-03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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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

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地点现已实行

封控管理，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因此公司向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

通讯接入方式，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此次通过通讯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

的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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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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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15至

2022年5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由纪翌董事长担任。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人，代表股份总数258,113,1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39.11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总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为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人，代表股份总数258,113,17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39.11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总数38,857,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5.88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总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为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总数38,85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5.8879％。

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以

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

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2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4,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2%； 反对1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4,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2%； 反对1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4,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2%； 反对1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1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反对1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5%；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1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反对1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5%；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六）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1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关联股东纪翌女士、纪德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丽萍女士，关联股东武

玉会先生、蔡亮先生、金辛海先生、王春祥先生、李国范先生、杨丽莎女士、以及

周广兴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共计219,256,176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8%；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57,97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关于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关联股东纪翌女士、纪德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丽萍女士，关联股东武玉

会先生、蔡亮先生、金辛海先生、王春祥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共计217,958,13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9,3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6%；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4%；

弃权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97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7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2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在额度

内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47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4%；反对6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2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19%；反对6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4,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2%； 反对1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479,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6%；反对6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规则〉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47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4%；反对6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47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4%；反对6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479,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6%；反对6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47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4%；反对6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7,974,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2%； 反对1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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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晶、周仞樑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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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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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22年5月24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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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下午3: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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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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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63,

400,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8,744,66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655,87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3434%。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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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4,655,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34%。

该等股东均以网投投票方式参与表决。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0日）

公司股份总数-已回购股份数量=� 3,121,959,315股-21,711,700股=� 3,100,247,615

股）

3、公司6名董事、3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第一创业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宋垚先生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乐

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4、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鸿达

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温和先

生作为征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就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截至征集时间结束，独立

董事温和先生未收到股东的表决权委托。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股东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

东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

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56,570,9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05％； 反对6,777,

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16％；弃权5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127,826,3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281％；反对6,777,

4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32％；弃权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7％。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56,470,9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54％； 反对6,877,

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67％；弃权5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127,726,3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539％；反对6,877,

4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074％；弃权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7％。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56,470,9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54％； 反对6,877,

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67％；弃权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127,726,3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539％；反对6,877,

5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075％；弃权5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6％。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乐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

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会议

召集人以及征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征集表决权的征集程序以及行权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22-027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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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证券代码：002116）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2年5月24日、2022年5月

25日、2022年5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2022年5月23日《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已

披露正在论证和研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事项，相关事项具

体情况尚在研究中，最终是否能够推进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除上述事项以

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2022年5月23日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6）已披露正在论证和研究的重大事项，相关事项具体情况尚在研究

中，最终是否能够推进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除上述事项以外，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92� � �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2-031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18日

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

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

原则一致。若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

后的402,056,96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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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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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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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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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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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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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吴中林

2 07*****898 SHI GUIQING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2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2年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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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1号

咨询联系人：罗楚欣

咨询电话：0760-85312820

传真号码：0760-85594662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于2022年5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22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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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等相关规定，

公司编制了《2021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1年度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 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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