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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 年年度报告》）。由于工作疏忽，导致公

司《2021年年度报告》出现会计差错。为纠正相关差错，公司对 2021 年度财

务报表中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财务报表附注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更正。具

体情况如下：

一、年报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一）《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二、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

流量表”更正

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个别子公司将本应计入营业成

本中的人工成本，误计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而未计入支付给

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导致公司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多计 178,541,191.53 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少计 178,541,191.53 元。 公司对此进行了追溯更正。 更正前后的

2021年合并现金流量表有关数据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

2021

年度

）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018,904,946.12 -178,541,191.53 2,840,363,754.5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48,429,286.88 178,541,191.53 726,970,478.41

（二）《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释 27、应付职工薪酬”更正

基于前述同样的原因， 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附注时，个

别子公司营业成本中的人工成本未通过应付职工薪酬发生额核算，导致“应

付职工薪酬”附注本期增加和本期减少同时少计 178,541,191.53元。 公司对

此进行了追溯更正，详情如下：

1.财务报表附注更正前

26、应付职工薪酬

（1）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

、

短期薪酬

115,014,816.41 518,088,689.57 507,612,559.05 125,490,946.93

二

、

离职后福利

-

设定提存计

划

3,727,578.32 36,734,228.40 36,575,580.90 3,886,225.82

三

、

辞退福利

1,819,638.07 1,819,638.07

合计

118,742,394.73 556,642,556.04 546,007,778.02 129,377,172.75

（2）短期薪酬列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

工资

、

奖金

、

津贴和补

贴

60,283,862.35 452,304,962.84 446,123,823.30 66,465,001.89

2

、

职工福利费

3,779,505.23 21,711,498.15 21,806,516.46 3,684,486.92

3

、

社会保险费

1,299,753.79 21,269,872.43 20,661,674.12 1,907,952.10

其中

：

医疗保险费

1,133,456.37 19,479,390.13 18,865,023.39 1,747,823.11

工伤保险费

69,086.68 1,109,045.94 1,115,288.57 62,844.05

生育保险费

97,210.74 681,436.36 681,362.16 97,284.94

4

、

住房公积金

612,986.00 15,972,626.95 15,968,951.95 616,661.00

5

、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

经费

48,461,599.32 6,829,729.20 2,474,483.50 52,816,845.02

6

、

短期带薪缺勤

577,109.72 577,109.72

合计

115,014,816.41 518,088,689.57 507,612,559.05 125,490,946.93

（3）设定提存计划列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

基本养老保险

3,627,541.14 35,461,515.98 35,402,967.61 3,686,089.51

2

、

失业保险费

100,037.18 1,199,179.02 1,099,079.89 200,136.31

3

、

企业年金缴费

73,533.40 73,533.40

合计

3,727,578.32 36,734,228.40 36,575,580.90 3,886,225.82

2.财务报表附注更正后

26、应付职工薪酬

（1）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

、

短期薪酬

115,014,816.41 696,703,414.50 686,227,283.98 125,490,946.93

二

、

离职后福利

-

设定提存计

划

3,727,578.32 36,734,228.40 36,575,580.90 3,886,225.82

三

、

辞退福利

1,746,104.67 1,746,104.67

合计

118,742,394.73 735,183,747.57 724,548,969.55 129,377,172.75

（2）短期薪酬列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

工资

、

奖金

、

津贴和补

贴

60,283,862.35 631,277,837.57 625,096,698.03 66,465,001.89

2

、

职工福利费

3,779,505.23 21,248,212.43 21,343,230.74 3,684,486.92

3

、

社会保险费

1,299,753.79 21,269,872.43 20,661,674.12 1,907,952.10

其中

：

医疗保险费

1,133,456.37 19,479,390.13 18,865,023.39 1,747,823.11

工伤保险费

69,086.68 1,109,045.94 1,115,288.57 62,844.05

生育保险费

97,210.74 681,436.36 681,362.16 97,284.94

4

、

住房公积金

612,986.00 16,001,849.49 15,998,174.49 616,661.00

5

、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

经费

48,461,599.32 6,905,642.58 2,550,396.88 52,816,845.02

6

、

短期带薪缺勤

577,109.72 577,109.72

合计

115,014,816.41 696,703,414.50 686,227,283.98 125,490,946.93

（3）设定提存计划列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

基本养老保险

3,627,541.14 35,461,515.98 35,402,967.61 3,686,089.51

2

、

失业保险费

100,037.18 1,199,179.02 1,099,079.89 200,136.31

3

、

企业年金缴费

73,533.40 73,533.40

合计

3,727,578.32 36,734,228.40 36,575,580.90 3,886,225.82

二、注册会计师对此次追溯更正的意见

本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此次追溯更正

出具了《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重

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1

，认为：

1

本公司并未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此会计差错也不属于重大会计

差错。这一标题及说明内容中涉及的“重大会计差错” 表述仅为审计机构的

格式化模板及格式化表述，并不精确反映差错的程度。

对于上述重大事项，我们在审计中进行了重点关注，经对重大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所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规定。

三、董事会对此次更正事项的说明及致歉

本公告中提及的会计差错并非重大会计差错，仅涉及公司 2021 年度合

并现金流量表中与成本及职工薪酬有关的科目的数据， 以及会计报表附注

中与职工薪酬有关的附注表格内容， 不涉及公司 2021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等数据的变动，也不涉及 2021 年度合并现金流

量表净额总计数据的变化，对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及股权状况等均无影响。除本公告提及的更正内容外，《2021 年年

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将与本公告同步披露，详情请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财务数据的核算管理，提升工作能力，提高财务核

算及审核水平，巩固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天职业字

[2022]35476号）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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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6月 27日举行了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大会召开情况及

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27日 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8号办公楼 9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永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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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 46 人，代表奥特佳公司

股份 1,024,779,526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数的 31.597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4 人，

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 195,579,192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6.0303％；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42 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

份 829,200,334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25.5669％。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38人， 所持股份总数为 9,937,046 股，

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0.3064％。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在会

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张杨茹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

络投票统计结果。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3,885,87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8％；反对 878,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43,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1.0069％； 反对 878,4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402％；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30％。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3,885,87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8％；反对 878,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43,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1.0069％； 反对 878,4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402％；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30％。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3,885,87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8％；反对 878,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43,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1.0069％； 反对 878,4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402％；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30％。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3,450,57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3％；反对 1,328,7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7％；弃

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08,0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6.6263％； 反对 1,328,7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717％；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3,885,57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8％；反对 878,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43,0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1.0038％； 反对 878,7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432％；弃权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3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 17.7亿元债务担保额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3,548,77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99％；反对 1,230,7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1％；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706,2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7.6145％； 反对 1,230,7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85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张杨茹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

为此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

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证券代码：001965� � � � �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2-39

债券代码：127012� � � � �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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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一）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

公路”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178,230,

60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46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股本若因可转债

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的， 将维持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46 元的分红比例，对

分红总金额进行调整。

（二）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招路转债，债券代码：127012）处

于转股期内， 公司总股本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发生

了变化。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为 6,178,231,319 股，“招路转债”

已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暂停转股。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在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将维持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46 元的分红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2,137,668,036.37 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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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利润分配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

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1 年度。

（二）发放范围：2022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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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4 日）的总股本 6,178,231,3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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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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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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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2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46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7 月 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5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2022 年 7 月 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一）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红利将于 2022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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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1 08*****047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2 08*****059

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8*****268

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重庆中新壹号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 08*****951

芜湖信石天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 08*****626

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6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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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事宜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招路转债，债券代码：127012）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招路转债”

转股价格：8.63 元 / 股，调整后“招路转债” 转股价格：8.28 元 / 股，转股价格调

整起始日期：2022 年 7 月 5 日。详情请见同日披露的《招商公路关于“招路转

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宜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权激励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

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施惊雷、高莹

咨询电话：010-56529088

传真电话：010-56529111

九、备查文件

（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二）招商公路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招商公路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1965� � � � �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2-40

债券代码：127012� � � �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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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招路转债”的转股价格为：8.63 元 / 股；

2、本次调整后“招路转债”的转股价格为：8.28 元 / 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 年 7 月 5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了

5,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招路转债， 债券代码：127012） 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上市。根据《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

1

=P

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

1

=（P

0

+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

1

=（P

0

+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

1

=P

0

－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

1

＝（P

0

－D+A×k）/（1+n+k）

其中：P

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

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

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

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

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实施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178,230,60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3.46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利润分配的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股本若因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维持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3.46 元的分红比例，对分红总金额进行调整。根据上述原则，公司

实际派发现金股利 2,137,668,036.37 元。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招路转债” 的转股价格

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招路转债” 转股价格为 8.63 元 / 股，调整后转股价格

为 8.28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招路转债” 自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暂停转股，2022 年 7 月 5 日（除

权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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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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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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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7 日 9:

15 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98 号海印中心 29 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建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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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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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代表股份 861,751,629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34.18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851,570,349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3.7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0,181,2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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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代表股份 10,182,28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4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0,181,2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403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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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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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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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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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五）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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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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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1,71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6,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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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46,28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64％； 反对

3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戎魏魏、李绮曼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与召开程序，本次股

东大会的出席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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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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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况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能控股” 或“公司” ）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2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和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

请注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 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21 年 7 月 23 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2021】SCP279 号），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注册

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在注册有效

期内可分期发行。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12 日、2021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申请注册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74）《关于收到超短期融资券〈接受

注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76）。

二、2022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司成功发行了 2022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

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2

豫能控

SCP002

债券代码

012282250

期限

270

日

起息日

2022

年

06

月

27

日 兑付日

2023

年

03

月

24

日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利率

2.7%

发行价格 面值

100

元

簿记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融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有息债务以及交易商

协会认可的其他用途。

本期超短融发行的有关文件详情， 已在上海清算所 （网址：http://www.

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网址：http://www.chinamoney.com.cn）上刊发。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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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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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

2022�年 6 月 6 日召开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

理。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河南豫能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88 号）核准，2022 年 6 月 14 日，河南豫能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以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普通股

170,193,483 股，发行价格为 4.88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830,544,197.04 元，扣除相

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0,810,692.49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6月 15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2022） 验字第

61348487_R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2022 年 6 月 8 日， 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41100100000000000013，截止 2022 年 6 月 15 日，专

户余额为 824,544,197.04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支付收购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借款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开户时间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1100100000000000013 2022

年

6

月

8

日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主要内容

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有关各方：

甲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2.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41100100000000000013� ，截止 2022� 年 6�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824,544,197.04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收购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现金对

价项目、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借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

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主办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7.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

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主办人。丙方更换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主办人的

联系方式。更换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 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因其违约行

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

效。

1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 )在郑州进行仲裁。仲

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贸仲仲裁规

则进行。各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信息；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6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