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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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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特此公告。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4元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36元。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相关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7/6

2022/7/6

QFII股东可按照《通知》及《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东，现金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4元（税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上市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

二、 分配方案

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海分公司以人民币派发，并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936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

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677,771,13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
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0.1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10,488,197.94元。

股权登记日

Ａ股

最后交易日

2022/7/5

除权（息）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7/6

2022/7/6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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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实施办法

联系电话：010-66417706

1. 实施办法

特此公告。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地产集团及合作方按照拟出资比例向北京金住兴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12.9066亿元，年利率为6%，期限为3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同意地产集团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12.9066亿元人民币。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为支持项目公司对所竞得土地进行开发建设运营,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 ）拟按照出资比例向项目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

2022年6月30日

目公司开发建设运营的资金需要,各合作方按照拟定的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地

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正常业务开展，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
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已于2022年6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请参见本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登载于香港联交所
（www.hkexnews.hk）的《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发末期股息》公告。
2. 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财务资助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 扣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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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与公司关联关系
项目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与金隅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地产集团通过有息借款方式按照在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为12.9066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6%，资金用途为项目公司进行所竞得土地的开发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项目公司的两方股东按出资比例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各方不提供担保。
公司及地产集团将在提供借款后加强对借款的使用监管，派出财务人员定期检查借款使

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财产、资金安全，确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项目公司对所竞得土地的开发建设及项目公司运营，符合地产集团
正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前景良好，公司及地

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地产集团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12.9066亿元人民币。
编号： 临2022－026

经营活动。）

用情况，同时密切关注项目公司的开发、运营和资产负债等情况，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提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为准，项目公司应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用途等依法使用该笔财务资助。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证券代码：601992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和运营，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同等条件提供同比例借款。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合同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由于双方股东同比例提供有息借款，因此项目公司不再另行提供担保措施。地产集团向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5.注册资本：89390.416204万人民币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公司按照股比提供财务资助，可满足项目公司开发所竞得土地和运营需要。财务资助使

（1）除本公司自行派发红利的股东外，本公司其他 A 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2号楼-3至25层101内26层2613室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房屋出租）；房地产信息

和运营需要分期支付。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334658418
3.法定代表人： 李作扬

咨询；装饰装修；楼宇网络自动化建设；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

产集团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为12.9066亿元，年利率为6%，期限为3年，根据项目公司开发

联系部门：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清偿的情况。

1.公司名称：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编号：临2022－027

项目公司是地产集团参股公司,地产集团在项目公司中拟定的持股比例为49%,为满足项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三、 相关日期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重要内容提示：

（4）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持有本公司A 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

或有事项，本次会议审议前未接受过其他财务资助，亦不存在接受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按时

（三）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证券代码：601992

下简称“
《通知》”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 相关日期
2022/7/5

项目公司是新设立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以

股权登记日

（二）项目公司信用情况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3）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QFII股东，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Ａ股

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73500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49%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936元。

重要内容提示：

股份类别

号：临 2022-027）。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代扣代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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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类别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8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产集团将按照与其他股东签订协议向项目公司派驻人员，参与经营管理，控制相关风险，督促
项目公司按时偿还借款。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不影

（一）被资助对象（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地产集团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符合上交所相关规定，交易公

1.公司名称：北京金住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平合理，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将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和保障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BRUN7967

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法定代表人：赵彦清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2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1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0名；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等值人民币340,32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6.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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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资产的比例5.34%；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大洋路168号院内一层104室

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4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其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专

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4元，待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业开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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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22-040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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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76500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51%；北京金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2-049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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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0.21亿元人民币。

陈述或重大遗漏。

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2年6月2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间

通知和材料， 于2022年6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

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1号院11号楼三层101-01室，注册资本为

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朱

391,982.6352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夏桂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

鹤新董事长因事委托方合英副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决，黄芳、王彦康、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

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彬等6名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方合英副董事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不含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

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根据表决结果，会议

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产业、广告行业项目的投资；卫星通讯工程、计算机信息传播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网络工程、有线电视网络工程的施工、设备安装及技术服务；移动通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13:30开始

技术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装饰装修；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五金交电、机械设

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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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并审查股东资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有限” ）将持有的本行28,938,928,
294股A股股票和2,468,064,479股H股股票无偿划转至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信金控” ）持有。划转完成后，中信金控将持有本行股份合计31,406,992,773股（占本行总股
本的64.18%），本行控股股东将由中信有限变更为中信金控。董事会同意本行按监管规定报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022-047号）。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
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备、电子设备的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

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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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任意时间。

截至2022年3月末（未经审计），公司合并口径总资产86.10亿元人民币，2022年1-3月实现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营业收入6.7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50亿元人民币。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并通过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定刚先生。

弃权0票

冶炼及压延加工；矿产品及延伸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冶金、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研发及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境内外自营期货业务；国内外贸易；进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出口业务；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物流及铁路运输、道路运输；

弃权0票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2年6月14日、6月22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

740,477.4511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普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贵金属采矿、选矿、

4、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廖子彬先生为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反对0票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号、

间接持有股权，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注册地址为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注册资本为

3、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廖子彬先生为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股东大会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2年6月14日、6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

5、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廖子彬先生为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内容于同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承包境内外招标工程；地质勘查；爆破作业（设计施工）；租赁（不含金融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朱鹤新董事长、方合英副董事长、曹国强董事因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

租赁服务）；水的生产及供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仓储（不包括危险化学品，硫酸、氧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合计157.3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余额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
企业授信限额管理。

气、氮气、氩气除外）；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以上项目不含国家限制经营和法律、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21人，共持有329,037,618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

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办理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78%，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326,804,590股，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人， 代表股份2,233,028

截至2022年3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486.42亿元人民币，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8%。

205.6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95亿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
丽华、钱军、廖子彬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2。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6、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

特此公告。

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建桥大道3号，注册资本为16.7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雷钦平。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以BOT等方式建设及运营垃圾焚烧发电

2022年6月29日

工厂；从事环境卫生、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服务，环境污染治理及环保技术开发，固体废物治理，

附件1

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信环境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中信环境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注册资本为77.56694797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常青。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

外）；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

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转让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

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务；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

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程总承包服务；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出口（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工程勘察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房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3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4,558.16亿元人民币，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

工；隔声工程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室内装饰、装修；建筑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157.3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

垃圾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厂（焚烧厂、填埋场）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经营；工业

余额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2、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27,934,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持股份总数的99.6325%；反对1,1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367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
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范围包括资产受托管理、企业管理；企业资产界定与重组；实业投资；财务咨询及顾问；投资管

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理及咨询（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案予以认可。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3、中信寰球商贸有限公司

总数的0.36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27,954,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7%；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7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7.8352%；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9,18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99.6391%；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36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指派胡国杰律师、徐漫丽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2-050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获得
北交所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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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

数的4.31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2.中科美菱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简称：中科美
菱，证券代码：835892。本公司持有中科美菱45,900,000股，持股比例为63.2683%。中科美菱正
在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获得北交所受理的情况
2022年6月29日，中科美菱收到北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GF2022060060），北交所已

持股份总数的99.2799%；反对2,162,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

审批程序。

正式受理中科美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 详细情况可

总数的0.72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查阅2022年6月29日中科美菱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披露

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刘勇。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

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金属材料及矿产品、燃料

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 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27,954,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

99.6707%；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3%；弃权0股，

棉、食品、石油制品、纸张、纸浆、玻璃、建筑材料、木材及其制品的销售，仓储（除危险品），国内

截至2021年末， 公司总资产71.23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26.11亿元人民币，净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9,18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99.6391%；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程中进行， 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 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

货物运输代理，商务咨询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数的2.164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8,1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

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A-726室，注

开展经营活动。）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7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7.8352%；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

毒化学品）、橡胶及制品、煤炭、钢材、黄金制品及金属制品、纺织原料、食用农产品、饲料、皮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7,89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5.6804%；反对2,162,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中信寰球商贸有限公司是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

油、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详见许可证、除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交所” ）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99.3429%；反对2,162,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1%；弃权0股，

币，净利润-0.03亿元人民币。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27,954,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7%；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3%；弃权0股，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26,875,3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一、 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
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

截至2021年末， 公司合并口径总资产36.20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1亿元人民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美菱”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

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1号楼9层901室，注册资本为24.8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赵娜。公司经营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

1.审议通过《关于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9,16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

询、技术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总数的0.36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了上述第2-5项提案。

数的2.20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信银行” ）拟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9,18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99.6391%；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

通过了第1项提案；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

东股份总数的97.7953%；反对1,1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附件2

数的2.164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5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利润2.49亿元人民币。

议：

99.6646%；反对1,1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4%；弃权0股，

入63.3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5.46亿元人民币。

统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洁净净化工程设计与施

截至2021年末， 公司总资产109.00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4.78亿元人民币，净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7、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焚烧残渣物治理。

19.412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伟。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水处

工程、土木工程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咨

B股股东 （代理人）2人， 代表股份28,767,690股， 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利润13.09亿元人民币。

理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专用设备安装（电梯、锅炉除

广告牌安装施工；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监控系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截至2021年末， 公司总资产214.65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58.73亿元人民币，净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镜湖

装；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室内体育场、娱乐设施工程服务；室外体育设施工程施工；路牌、路标、

34.0545%。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广州市南沙区小虎南二路26号自编二栋101， 注册资本为5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罗

屋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工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照明系统安

A股股东 （代理人）19人， 代表股份300,269,928股， 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数的2.164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特此公告。

7.控股股东及股权结构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代码：601998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 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1,535,
76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10%；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的有关公告。
二、风险提示
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
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中科美菱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7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东股份总数的97.8352%；反对1,0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