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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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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柳荫公园南街1号中国黄金大厦西配楼5

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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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8,9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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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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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雄伟先生因公出差，经过半数董事同意，推

选董事魏浩水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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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长陈雄伟先生因公出差，独立董事吴峰华先生

因个人原因未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陈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及2022年

度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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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75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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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900,362 99.9999 1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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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与中国黄金

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订 〈金融服

务协议〉 及2022

年度金融业务预

计的议案

132,29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55,39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市黄金科技工程咨询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兴辉、朱晓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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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1288� � �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2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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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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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1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因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3,288,559,2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8,703,874,7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4,584,68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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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1535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5.3481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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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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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出席14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82,209,339 99.966054 33,560,614 0.010712 72,789,268 0.023234

2、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82,287,838 99.966079 33,570,914 0.010715 72,700,469 0.023206

3、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081,494,018 99.933906 134,364,634 0.042888 72,700,569 0.023206

4、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84,009,420 99.998548 2,945,700 0.000940 1,604,101 0.000512

5、议案名称：聘请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55,863,406 99.989564 27,661,214 0.008829 5,034,601 0.001607

6、议案名称：选举梁高美懿女士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59,857,007 99.958919 107,928,313 0.034450 20,773,901 0.006631

梁高美懿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7、议案名称：选举刘守英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2,957,358,058 99.894282 310,465,962 0.099099 20,735,201 0.006619

刘守英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8、议案名称：选举郭雪萌女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63,781,046 99.992091 4,303,274 0.001374 20,474,901 0.006535

9、议案名称：选举李蔚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8,215,268,666 98.380633 5,051,757,460 1.612494 21,533,095 0.006873

李蔚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10、议案名称：选举邓丽娟女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16,560,998 99.977019 45,525,540 0.014531 26,472,683 0.008450

邓丽娟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行监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11、议案名称：修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2,247,590,970 96.475783 8,741,197,195 2.790143 2,299,771,056 0.734074

12、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事

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64,643,778 99.960447 50,745,574 0.016198 73,169,869 0.023355

13、议案名称：2022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080,916,927 99.933722 187,832,593 0.059955 19,809,701 0.006323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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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35,098,256,377 99.991491 2,890,700 0.008235 96,100 0.000274

5

聘请2022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

35,081,247,363 99.943034 16,469,214 0.046919 3,526,600 0.010047

6

选举梁高美懿

女士继续担任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

事

35,063,760,599 99.893216 33,527,678 0.095517 3,954,900 0.011267

7

选举刘守英先

生继续担任中

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

35,058,654,292 99.878668 38,672,685 0.110175 3,916,200 0.011157

8

选举郭雪萌女

士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35,093,089,003 99.976770 4,248,274 0.012103 3,905,900 0.011127

9

选举李蔚先生

继续担任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执

行董事

34,399,205,739 97.999964 698,131,438 1.988908 3,906,000 0.0111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2年5月13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袁冰玉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袁冰玉律师见证， 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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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瓦轴B

股票代码：200706.SZ

收购人：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6A号国资创新大厦

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6A号国资创新大厦

二〇二二年六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6号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

收购人在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瓦房店轴承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为国有资产行政划转所致，该无偿划转事项由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将

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大国资产权

[2022]74号）决策实施。

五、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收购人可免于发出要约。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市国资运营公司、本公司 指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瓦轴B 指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0706.SZ）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无偿划转 指

根据《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

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大国资产权[2022]74号），大连装

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市国资运营公司， 并构成上市公司间

接收购事宜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6A号国资创新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威

注册资本：5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MA7G7LHLX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大连市国资委持股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自2021年12月24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6A号国资创新大厦

二、收购人的股权及控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大连市国资委直接持有市国资运营公司100%股权，为市国资运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市国资运营公司成立于2021年12月24日， 是在大连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

司，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是大连市市属国资的资本运营管理平台。

市国资运营公司主要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高国有资本回报为目标，通过股权运作、基金投资、 培育孵化、

价值管理、有序进退等方式，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发展，实现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

具体发挥“调结构、促流转、防风险、保增值”的功能作用。公司作为“战略规划中心、资源整合中心、考核评价中心” ，在

市属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规划编制、产业研究、混改上市、项目投资、业绩考核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支撑，助推大连国资国

企改革发展。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方

式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大连中科英歌

石科技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500000

直接

持股

8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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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土地使

用权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停车场服务，城市

绿化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创业空间服

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管理，科技中介服务，物联网

应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房屋拆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大连装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直接

持股

100%

项目投资及管理；受托国有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矿山、冶金、建

筑、起重、钢结构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房屋租赁；国内一般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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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大连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

直接

持股

100%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及指标市国资运营公司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截止2022年5月31日

总资产 96,479,418.54

净资产 96,463,899.53

营业收入 一

净利润 -3,535,916.47

资产负债率 0.016%

净资产收益率 一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收购人成立于2021年12月24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亦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

基本情况

（

1

市国资运营公司处于持续筹建阶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正在陆续配备中）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威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中国大连 否

王敬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大连 否

李一平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大连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序号 上市公司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权

比例

1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连重工 002204.SZ 62.18%

2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ST热电 600719.SH 32.91%

3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T獐子岛 002069.SZ 15.46%

4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大商股份 600694.SH 8.52%

5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冰山冷热 000530.SZ 20.67%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持股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七、收购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市国资运营公司持股5%以上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单位 持股比例

1

大连高新园区装备科技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20000 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0.00%

2

大连沙河口国汇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15000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40.33%

大连国联信投资有限公司 5.00%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10.00%

3 大连港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

4 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000 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64%

5 国投建恒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40%

6 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8585 大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5.05%

7

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1444.65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0%

第三节 收购的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系为深入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运营管理效率和水平，

促进大连市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关于推进市属国有企业战略性布局优化的总体实施方案》及《关于将大连

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 大连市人民政府

决定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市国资运营公司，以进一步整合大连市国有资产，增强内生发

展动力，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关于收购所履行及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

大连市国资委已向市国资运营公司下发《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

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大国资产权[2022]74号）。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程序

除上述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之外，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其余尚需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收购人已知悉《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

公司的通知》（大国资产权[2022]74号）的内容并同意在无偿划转完成后继续执行该通知内容。 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

收购人将持有的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资委。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情况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的方式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导致的间接收购。

（二）收购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前，收购人未拥有上市公司权益。 本次无偿划转前，上市公司产权关系如下所示：

本次无偿划转后，上市公司产权关系如下所示：

本次无偿划转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大连市国资委。本次无偿划转后，市国资运营公司新增为瓦轴B的间接控股股东，瓦轴B直接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根据《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的通

知》（大国资产权[2022]74号），大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市国资运营

公司，构成同一控制下上市公司间接收购。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国有法人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大连市国资委向市国资运营公司、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

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大国资产权[2022]74号），将大连市国资委持有

的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市国资运营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后，市国资运营公司通过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瓦轴B� 24,40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60.61%。 因此，本次无偿划转构成同一控制下上市公司间接收购。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经政府或者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

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一、本次收购情况” 之“（二）收购人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张威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法定代表人：

张威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090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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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广东省建筑

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向不

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22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第22148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相关申请文件

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该事项能否通

过审核及最终通过审核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09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哈密十三间房一期50MW

风电场项目并网发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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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29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全资子公司新

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粤水电” ）的报告，新疆粤水电的全资子公司哈密

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新疆哈密十三间房一期50MW风电场项目于2022年6月29

日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其余机组将陆续并网。 该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对公司及新疆粤水

电未来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09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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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广东省建筑

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向不

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2022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第22148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相关申请文件

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一、申请中止审核及其原因

公司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 根据相关规

定，申请文件所引用的财务数据有效期为6个月。 为确保财务数据有效性，公司将进行加期

审计并对相应数据进行更新。 鉴于加期审计相应数据更新工作无法在2022年6月30日前完

成，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暂时中止审核本次重组事项。

二、中止审核对公司本次重组的影响

本次重组的中止审核，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推进

本次重组工作，全力协调各中介机构落实加期审计等相关工作，尽快完成并及时申请恢复

审核。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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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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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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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经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40,382,950股，

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4,300,509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16,082,44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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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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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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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4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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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人，代表股份630,289,94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129%。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

席表决），代表股份610,703,71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70%；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人，代表股份19,586,23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75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

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议案1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对子议案

逐项表决并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630,098,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96％；反对1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2％；弃权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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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9,394,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213％；反对1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11％；弃权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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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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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部分全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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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名称：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塞力

医疗” ）全资子公司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生物技术” ）。

● 本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塞力斯生物技术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1,000万元。

● 公司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12,500万元，剩余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战略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 决定

对全资子公司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基于融资、授信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新

增人民币3,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以公司与银行最终签署并执行的协议为准。

保证期间为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次日起，至反担保责任履行完毕。为提高公司决策效

率，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开展具体业务，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温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27414448134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10）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血栓和止血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31日

注册资本 5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5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40.68 16,194.89

负债总额 8,566.36 7,958.56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8,219.61 7,614.02

净资产 7,474.32 8,236.33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68.59 3,596.90

净利润 2,138.10 759.51

根据2022年6月27日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 塞力斯生物技术目前在2家金融机构的业

务未结清负债余额为1,956.74万元，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0万元。 塞力斯生物技术目前经

营状况良好， 尚不存在影响塞力斯生物技术债务清偿的事项。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塞力斯生物技术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塞力医疗 50 现金 100

合计 50 现金 100

前次担保情况：经公司2022年3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塞力斯生物技术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000

万元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塞力斯生物技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银行签署正式的担保协议。 为便于塞力斯生物技术向银行办理授信

借款申请事宜，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次《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

下简称“本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本议案规定的范围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代

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等文件。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本次对外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满足了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目前，塞力斯生物技术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及塞力斯生物技术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增3,000万元的担

保，该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塞力斯生物技术日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且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相关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为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累计提供担保总额12,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0%， 剩余担保余额6,

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4%；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审批通过后，对控股

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为15,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2%。公司不存

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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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母公司的股东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免于发出要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收购系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六十三的相关规定，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 ）；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资运营公司” ）新增为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间接控股股东，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收购的原因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运营管理效率和水

平，促进大连市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关于推进市属国有企业战略性布局优化的总体实施方

案》及《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

限公司的通知》， 大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市国资运营

公司，以进一步整合大连市国有资产，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根据 《关于将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

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大国资产权〔2022〕74号），大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市国资运营公司。本次无偿划转前，市国资运营公司未拥有本公司权益。 无偿划转

后，市国资运营公司通过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244,00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60.6%。 因此，本次无偿划转构成同一控制下上市公司间接收购。

本次无偿划转前，上市公司产权关系如下所示：

本次无偿划转后，上市公司产权关系如下所示：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大连市国资委，控股股东仍为瓦轴集团。 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市国资运营公司已就上述事项编制了收购报告书，并聘请律师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瓦房店轴承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