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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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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于 2022年 6月 27日以通讯传真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本次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赵郁岚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02,500,050 股 （含本

数），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22,492.30万元（含本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票事项已经过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6 月

21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调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2年 5月 31日核发了《关于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7 号），核准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自

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鉴于公司尚未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为保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顺利推进，同意将公司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的决

议有效期延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意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效期的截止日为止， 即 2023 年 5

月 30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延长非公

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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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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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 2022 年 7 月 4 日以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 2022年 6月 1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了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91）。 根据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7月 4日下午 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7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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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vote.

sseinfo.com）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平台

（五）会议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 A座 33层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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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回购注销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

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

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2年 6月 27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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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

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

为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2年 6月 28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 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2年 6月 28日下午

17�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与联系方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1 号波特曼财富中心 A�座 33�层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肖静芸

联系电话：0592-5891697

传真：0592-5891699

邮政编码：361012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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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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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四环” ）；石棉环通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环通物流” ）。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为汉源四环在雅安市

商业银行汉源支行最高额不超过壹亿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环通物流在雅安

市商业银行石棉支行最高额不超过壹千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

日，盛屯矿业已为汉源四环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72,525.4 万元；盛屯矿业已为环通物流提供担

保的余额为 2,2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与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源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同意为全资孙公司

汉源四环在雅商行汉源支行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期限为一年。

公司拟与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同意为全资孙公司

环通物流在雅商行石棉支行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壹千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16 日

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和 2022 年 5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本

次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保证合同》的签署后，因尚未实际发生借款导致公司的担保义务增加，故公司为汉

源四环提供担保的余额仍为 72,525.4万元，为环通物流提供担保的余额仍为 2,2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 07月 28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汉源县万里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晏祥树

5、注册资本：4.9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 铅锌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矿产品购销；锌锗系列产品冶炼、深加工、销售；

锌能源材料、电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冶炼、销售；锌锗原料伴生金属及

废渣综合回收、加工、销售；锌焙砂加工、销售；硫酸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销售；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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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828,010,955.07 2,734,782,796.85

负债总额（元） 1,825,515,483.63 1,975,771,575.19

资产净额（元） 1,002,495,471.44 759,011,221.66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846,290,312.39 3,381,072,055.58

净利润（元） 43,392,765.71 164,713,860.22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汉源四环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2）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 03月 03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建设路 32号 2幢 4号

4、法定代表人：禹光强

5、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冷藏车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

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信息咨询服务；通用仓储服务；

装卸搬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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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7,567,422.35 42,459,899.19

负债总额（元） 29,835,241.85 34,810,343.58

资产净额（元） 7,732,180.50 7,649,555.61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7,509,217.07 38,810,186.20

净利润（元） 347,156.64 1,350,271.45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环通物流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一年 一年

担保金额

（主债权）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整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整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评估

费、拍卖费、执行费、鉴定费、过户费等。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 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

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

鉴定费、过户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全资孙公司汉源四环、环通物流申请银行授信，并由公司对授信进行担保，是根据全

资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

为。 汉源四环、环通物流经营情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该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部单位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累计总余额为 433,871.7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37%，上市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427,171.7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81%，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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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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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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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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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 A座 33层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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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日

至 2022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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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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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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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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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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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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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600711 盛屯矿业 20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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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时间：2022年 7月 7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2、登记办法：（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

在 2022年 7月 7日下午 17�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与联系方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1 号波特曼财富中心 A� 座 33� 层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肖静芸

联系电话：0592-5891697

传真：0592-5891699

邮政编码：361001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登记手续。

六、 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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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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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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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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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

会议于 2022年 6月 27日以通讯传真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 本次会

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张振鹏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02,500,050 股 （含本

数），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22,492.30万元（含本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票事项已经过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6 月

21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调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2年 5月 31日核发了《关于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7号），核准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鉴于公司尚未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为保证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顺利推进，同意将公司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的决议

有效期延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意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效期的截止日为止， 即 2023 年 5 月

30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02,500,050 股 （含本

数），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22,492.30万元（含本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票事项已经过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6 月

21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调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2年 5月 31日核发了《关于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7号），核准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鉴于公司尚未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为保证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顺利推进，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意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效期的截止日为止，即

2023年 5月 30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2年 7月 13日下午 14点 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将相应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2-096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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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6月 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情况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02,500,050 股（含本数），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

费用）不超过 222,492.30 万元（含本数）。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票事项已经由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调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2

年 5月 31日核发了《关于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1137号），核准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鉴于公司尚未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为保证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顺利推进，2022年 6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同意将公司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的决议

有效期延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意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效期的截止日为止， 即 2023 年 5 月

30日；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中国

证监会核准同意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效期的截止日为止，即 2023 年 5 月 30 日。 除延长上述

有效期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

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有利于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两项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证券代码：200054� � � �证券简称：建车 B� � � �公告编号：2022-055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 6月 21日，本公司以书面通知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2022年 6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他们

分别是董事长颜学钏，董事范爱军、董其宏、时勤功、郝琳，独立董事李嘉明、谢非、宋蔚蔚、刘

伟。 会议由董事长颜学钏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周勇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周勇强先生简历：

周勇强，男，1972年 12月出生，管理工程专业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中国嘉陵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投资管理处科长、副处长，企划部部长助理，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部长；重庆九方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助理兼

发展规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发展

运营部部长；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摩托车部产业发展处处长， 西南地区部 （摩托车

部）摩托车改革发展处处长，西南地区部综合管理处处长、专务；重庆建设机电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嘉陵工业有限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本公

司董事。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有《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非本公司现任监事，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公司向重庆证监局申请其诚信信息查询，其不属

于曾被中国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平台公示人员。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规定。

二、听取《关于周勇强先生辞去董事等职务的报告》。

因工作变动，周勇强先生于 2022年 6月 24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 其申请辞

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周勇强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为 9人未低于法

定人数（8 人），外部董事为 7 人占比仍保持了多数的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周勇强先生辞职后，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其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周勇强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对周勇强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200054� � � �证券简称：建车 B� � � �公告编号：2022-056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6 月 21 日， 本公司以书面及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 2022年 6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

事 5人，他们是监事会主席逯献云，监事张伦刚、乔国安、廖建、苏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逯献

云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周勇强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及董事会聘任周勇强先生为副总经理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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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21 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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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股份” 或“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宏达股份 2021年年度报告》。经事后核查发现，需

对年报全文中的“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进行补充披露，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对《宏达股份 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十六、其他重要事项”之“6、分部

信息” 之“(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中的利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的主要组成部分补充披露。

补充披露前：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化工业 有色金属业 其他 分部间抵销 合计

主营业务收

入

1,541,805,542.03 1,274,876,909.66 28,111,393.45 3,231,912.21 2,841,561,932.93

主营业务成

本

1,227,252,841.53 1,267,447,109.10 24,858,766.79 63,041.51 2,519,495,675.91

资产总额 1,397,405,165.68 3,817,101,335.94 115,583,226.63 3,068,809,382.97 2,261,280,345.28

负债总额 2,420,297,445.87 1,768,432,154.85 78,597,136.12 2,355,285,202.27 1,912,041,534.57

补充披露后：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化工业 有色金属业 其他 分部间抵销 合计

主营业务收

入

1,541,805,542.03 1,274,876,909.66 28,111,393.45 3,231,912.21 2,841,561,932.93

主营业务成

本

1,227,252,841.53 1,267,447,109.10 24,858,766.79 63,041.51 2,519,495,675.91

营业利润 206,516,119.44 108,841,145.02 -1,945,969.05 6,999,187.50 306,412,107.91

利润总额 207,329,141.77 107,394,507.56 -1,881,789.59 6,999,187.50 305,842,672.24

净利润 207,406,360.27 107,394,292.43 -1,944,307.68 6,999,187.50 305,857,157.52

流动资产 617,139,497.03 2,645,446,308.50 40,637,199.97 2,307,757,356.74 995,465,648.76

非流动资产 780,079,455.65 1,194,504,818.33 52,096,235.77 761,052,026.23 1,265,628,483.52

资产总额 1,397,405,165.68 3,817,101,335.94 115,583,226.63 3,068,809,382.97 2,261,280,345.28

流动负债 2,395,113,168.20 1,747,521,397.37 78,583,682.11 2,355,285,202.27 1,865,933,045.41

非流动负债 25,184,277.67 20,924,211.49 46,108,489.16

负债总额 2,420,297,445.87 1,768,432,154.85 78,597,136.12 2,355,285,202.27 1,912,041,534.57

注：化工业净利润中含资产处置收益 24,289,169.88元，有色金属业净利润中含资产处置收

益 190,462,672.87元。

本次补充披露的内容不会对公司 2021年度业绩及经营状况产生影响。除上述补充披露内

容外，《宏达股份 2021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次补充披露后的《宏达股份 2021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将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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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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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以及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 4�人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将其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预计注销日期

332,000 332,000 2022年 6月 30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公示期 45 天，期间未收到任何公司债

权人对此次议案提出异议的情况， 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中有 4人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本次将以回购价格 5.77�元 /股加上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32,000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 4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32,000 股；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4,488,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4,

033,000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455,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998235），并向中登公司申

请办理对上述 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32,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

限制性股票预计将于 2022年 6月 30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04,830,000 股变更为 404,498,000 股，公司股本

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1,093,661 66.96% -�332,000 270,761,661 66.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3,736,339 33.04% 133,736,339 33.06%

总股本 404,830,000 100.00% -�332,000 404,498,000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

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已

符合实施的前提条件；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注销安排等均符合《管理办法》和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根据《公

司法》及相关规定履行股份注销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

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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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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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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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6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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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7 日上午 9:15-9:

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

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27日 9:15一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52 人，代表股份 541,079,94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0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 代表股份 512,755,9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6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9 人， 代表股份 28,324,02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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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人，代表股份 28,324,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9 人， 代表股份 28,324,02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3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0,026,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53％；反对 1,053,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9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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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270,3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798％；反对 1,053,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7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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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楚玲、黄佳曼

（三） 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

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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