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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9� � � � � � �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2-074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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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为 2022 年 7 月 8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 日， 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为 2022 年 7 月 8 日
至 2023 年 6 月 2 日，目前均处于行权阶段。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2022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间为 2022 年 11 月 28 日（周一）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周五），在此
期间全部激励对象限制行权，2022 年 12 月 19 日（周一）起恢复行权。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
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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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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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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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3 日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东大名路 1171 号上海远洋宾馆 5 楼远洋厅、香港皇后

大道中 183 号中远大厦 47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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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6,2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945,139,752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588,978,5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1,356,1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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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791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6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8.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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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志坚先生现场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

及网络投票形式对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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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候任董事张炜先生及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肖俊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公司

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控 2022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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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9,937,754 99.1962 50,218,970 0.5847 18,821,819 0.2191
H 股 1,281,606,658 94.5025 46,153,414 3.4032 28,401,137 2.0943
普通股合计： 9,801,544,412 98.5561 96,372,384 0.9690 47,222,956 0.4749

2、 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控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2 年 -202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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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7,624,803 98.2378 126,865,357 1.4771 24,488,383 0.2851
H 股 1,208,842,654 89.1371 115,587,274 8.5231 31,731,281 2.3398
普通股合计： 9,646,467,457 96.9968 242,452,631 2.4379 56,219,664 0.5653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炜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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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8,988,810 96.8566 236,751,094 2.7565 33,238,639 0.3869
H 股 1,209,884,053 89.2139 128,747,004 9.4935 17,530,152 1.2926
普通股合计： 9,528,872,863 95.8144 365,498,098 3.6751 50,768,791 0.5105

4、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金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 2022 年年度存款上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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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964,599 80.8669 380,929,668 18.4463 14,184,266 0.6868
H 股 893,784,707 78.7830 238,863,150 21.0547 1,841,352 0.1623
普通股合计： 2,563,749,306 80.1280 619,792,818 19.3711 16,025,618 0.5009

5、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2023-2025 年《金融财务服务
协议》及协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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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045,326 81.4519 371,504,231 17.9898 11,528,976 0.5583

H 股 893,785,707 78.7831 238,483,550 21.0212 2,219,952 0.1957

普通股合计： 2,575,831,033 80.5056 609,987,781 19.0647 13,748,928 0.4297

6.00�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2023-2025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及协议上
限金额议案

6.01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总协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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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007,172 85.4208 288,829,496 13.9864 12,241,865 0.5928
H 股 1,021,123,650 90.0073 107,381,456 9.4652 5,984,103 0.5275
普通股合计： 2,785,130,822 87.0471 396,210,952 12.3833 18,225,968 0.5696

6.02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航运服务总协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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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019,022 85.6151 285,105,556 13.8060 11,953,955 0.5789
H 股 1,028,180,096 90.6293 98,859,323 8.7140 7,449,790 0.6567
普通股合计： 2,796,199,118 87.3930 383,964,879 12.0005 19,403,745 0.6065

6.03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码头服务总协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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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387,382 85.6814 281,782,696 13.6451 13,908,455 0.6735
H 股 1,026,946,996 90.5206 98,386,373 8.6723 9,155,840 0.8071
普通股合计： 2,796,334,378 87.3973 380,169,069 11.8819 23,064,295 0.7208

6.04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船舶及集装箱资产服务总协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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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592,102 85.7397 280,452,246 13.5807 14,034,185 0.6796

H 股 1,028,187,846 90.6300 89,623,873 7.8999 16,677,490 1.4701

普通股合计： 2,798,779,948 87.4737 370,076,119 11.5664 30,711,675 0.9599

6.05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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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860,772 85.7043 280,665,946 13.5911 14,551,815 0.7046

H 股 1,026,946,994 90.5206 96,263,671 8.4852 11,278,544 0.9942

普通股合计： 2,796,807,766 87.4121 376,929,617 11.7806 25,830,359 0.8073

7、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2023-2025 年持续性关联交
易协议及协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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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3,063,159 96.7876 253,731,745 2.9542 22,183,639 0.2582
H 股 1,252,106,696 92.3273 76,543,524 5.6441 27,510,989 2.0286
普 通 股 合
计： 9,565,169,855 96.1793 330,275,269 3.3210 49,694,628 0.4997

8、议案名称：关于与太平船务有限公司签署 2023-2025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及协议上限
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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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9,307,449 96.5110 275,865,965 3.2119 23,805,129 0.2771

H 股 1,200,931,427 88.5537 131,421,193 9.6907 23,808,589 1.7556

普 通 股 合
计： 9,490,238,876 95.4259 407,287,158 4.0953 47,613,718 0.4788

9.00 关于中远海控收购上港集团及广州港部分股份的议案
9.01 议案名称：收购上港集团部分股份，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

司任一董事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实施有
关的一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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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018,034 90.9417 165,629,381 8.0205 21,431,118 1.0378

H 股 1,028,271,622 90.6374 86,663,373 7.6390 19,554,214 1.7236

普 通 股 合
计： 2,906,289,656 90.8338 252,292,754 7.8852 40,985,332 1.2810

9.02 议案名称：收购广州港部分股份，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
任一董事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实施有关
的一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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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394,709 90.8631 167,535,856 8.1128 21,147,968 1.0241

H 股 1,027,294,372 90.5513 86,866,074 7.6568 20,328,763 1.7919

普 通 股 合
计： 2,903,689,081 90.7525 254,401,930 7.9511 41,476,731 1.2964

10.00� 关于订造十二艘 24,000TEU 型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 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附属公司合计订造五艘

24,000TEU 型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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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857,327 88.9970 200,408,470 9.7046 26,812,736 1.2984

H 股 1,026,136,106 90.4492 76,179,474 6.7149 32,173,629 2.8359

普 通 股 合
计： 2,863,993,433 89.5119 276,587,944 8.6445 58,986,365 1.8436

10.02 议案名称： 控股子公司东方海外 (国际) 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单船公司合计订造七艘
24,000TEU 型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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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328,837 89.0198 199,428,280 9.6572 27,321,416 1.3230

H 股 1,025,918,956 90.4300 77,210,675 6.8058 31,359,578 2.7642

普 通 股 合
计： 2,864,247,793 89.5198 276,638,955 8.6461 58,680,994 1.8341

(二)� 涉及重大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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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关于中远海控 2022 年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996,037,744 96.6567 50,218,970 2.4318 18,821,819 0.9115

2
关于《中远海控未来三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 （2022 年-2024
年 ）》的议案

1,913,724,793 92.6708 126,865,357 6.1434 24,488,383 1.1858

3 关于选举张炜先生担任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1,795,088,800 86.9259 236,751,094 11.4645 33,238,639 1.6096

4
关于调整 《金融财务服务协
议 》 项下 2022 年年度存款上
限的议案

1,669,964,599 80.8669 380,929,668 18.4463 14,184,266 0.6868

5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
限责 任 公 司 签 署 2023-2025
年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及协
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1,682,045,326 81.4519 371,504,231 17.9898 11,528,976 0.5583

6.01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 《综合服务总协
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
年度上限金额

1,764,007,172 85.4208 288,829,496 13.9864 12,241,865 0.5928

6.02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 《航运服务总协
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
年度上限金额

1,768,019,022 85.6151 285,105,556 13.8060 11,953,955 0.5789

6.03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 《码头服务总协
议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
年度上限金额

1,769,387,382 85.6814 281,782,696 13.6451 13,908,455 0.6735

6.04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船舶及集装箱资
产服务总协议 》 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

1,770,592,102 85.7397 280,452,246 13.5807 14,034,185 0.6796

6.05

关于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协
议》及协议项下 2023-2025 年
年度上限金额

1,769,860,772 85.7043 280,665,946 13.5911 14,551,815 0.7046

7

关于与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2023 -
2025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
及协议上限金额的议案

1,789,163,149 86.6390 253,731,745 12.2868 22,183,639 1.0742

8

关于与太平船务有限公司签
署 2023-2025 年持续 性关联
交易协议及协议上限金额的
议案

1,765,407,439 85.4886 275,865,965 13.3586 23,805,129 1.1528

9.01

收购上港集团部分股份，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
董事会转授权公司任一董事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
内办理与本次交易实施有关
的一切事宜

1,878,018,034 90.9417 165,629,381 8.0205 21,431,118 1.0378

9.02

收购广州港部分股份，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
事会转授权公司任一董事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办理与本次交易实施有关的
一切事宜

1,876,394,709 90.8631 167,535,856 8.1128 21,147,968 1.0241

10.01

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集装箱
运输有限公司附属公司合计
订造五艘 24,000TEU 型甲醇
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

1,837,857,327 88.9970 200,408,470 9.7046 26,812,736 1.2984

10.02

控股子公司东方海外(国际 )有
限公司全资附属单船公司合
计订造七艘 24,000TEU 型甲
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

1,838,328,837 89.0198 199,428,280 9.6572 27,321,416 1.323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6、9、10 为逐项表决议案，该等议案的各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2、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1 项至第 10 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议案 4 至 10 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

限公司、Peak� trade� Investments� Ltd.、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及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志坚
先生对议案 4、5、6、9、10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张松声先生对议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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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旭、黄文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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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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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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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48.20%

股权、衡东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39.00%股权、荆州湘牧种业有限公司 49.00%股权、临湘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46.70%股权、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郴州市下思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新化县久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衡东鑫邦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湖南天勤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龙山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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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35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分析、落实和回复，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草案》（修订稿）”）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根据重组报告书的章节顺序，本次重组报告书主要补充和修订内容情况如下（相关更新情况在本次报告书楷体加粗列示）（如无特别说明，下表中出现的简称与《草案》（修订稿）中“释义”章节

所列示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报告书（草案 ）
（修订稿）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情况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三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之“（三 ）天心种业差异化定价情况
五 、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之“3、业绩承诺”

1、补充披露了刘艳书等 24 人进行折扣定价的依据或考虑，补充披露了现代农业集团业绩补充情况；
2、补充披露了 2023—2025 年业绩承诺的相关约定。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三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之“（三 ）天心种业差异化定价情况
三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之“（四 ）关于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的补充
说明”；
三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之“（五 ）本次交易未收购沅江天心、衡东天心 、临湘
天心剩余少数股权的原因”
五 、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之“3、业绩承诺”

1、补充披露了刘艳书等 24 人进行折扣定价的依据或考虑，补充披露了现代农业集团业绩补充情况；
2、补充披露了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具体含义、形成过程、产生原因 、对应的权利义务 ；补充披露了业绩承诺 、减值补偿义
务扣减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具体原因；补充披露了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相关会计处理 、依据及对本次交易评估
作价的影响 ；
3、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未收购沅江天心 、衡东天心 、临湘天心剩余少数股权的原因 ；4、补充披露 《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相关约定 。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本次交易对方具体情况及二、本次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之 “（三十三 ）新五丰基金 ”;三 、其他
事项说明

1、对交易对方下属企业进行了工商核查更新；
2、补充披露了新五丰基金相关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实缴情况 ;
3、补充披露了刘艳书等 24 人与现代农业集团等相关方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天心种业 100%股权及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一 ）基本情况
一 、天心种业 100%股权及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 “（二）历史沿革”；
一 、天心种业 100%股权及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四 ）下属企业情况
一 、天心种业 100%股权及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 “（五）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对外担保
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一 、天心种业 100%股权及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 “（六）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情
况”；
一 、天心种业 100%股权及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 “（七）主营业务情况”；
十二、标的资产有关抵押、质押等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与交易完成后的处理方式；
十三 、关于标的公司尚未交付养殖场的建设进展及关联租赁定价公允性的补充说明

1、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采购商品猪和种猪的原因及合理性 ；
2、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较高，以及饲料采购占比较高且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
3、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在建租赁猪场的相关情况；
4、补充披露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相反结论验资文件的具体情况 ；
5、补充披露了肖本权诉讼的最新进展；
6、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相关生产场所停产的具体情况；
7、补充披露并更新了标的资产生产经营资质的具体情况 ；
8、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有关抵押、质押等担保事项的相关情况；
9、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尚未交付养殖场的建设进展及关联租赁的定价公允性说明；
10、更新了标的资产相关工商信息；
11、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天心种业各产品的客户结构、自然人客户收入占比 、现金回款占比情况，与现金交易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内
控制度及执行情况；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 2022 年 1—7 月不属于天心种业前五大客户的原因；
12、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天心种业自然人客户占比较高、前五大客户中自然人客户变化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
13、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产销率、产能利用率变动原因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产销量 、产能利用率情况；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销售能力
具有稳定性 。

第六章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四、标的公司评估结论相应的评估方法评估情况之 “（一 ）天心种业 、沅江天心 、衡东天心 、荆
州湘牧、临湘天心之收益法评估情况 ”；
及（二）湖南天翰、郴州下思田、新化久阳 、衡东鑫邦 、湖南天勤 、龙山天翰之资产基础法评估
情况

1、补充披露了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的原因及合理性 ，以及不存在经济性贬值和不存在规避业绩承诺的情况说明；
2、补充披露了在建租赁猪场预计达产时间的具体测算依据及可实现性，未来按期达产运营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说明；
3、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预测期各猪场产能利用率、年均生产胎次 、平均每胎次产猪仔头数 、全程成活率等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
性，以及与报告期实际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4、补充披露了预测期天心种业自留转后备母猪数量、育肥阶段生猪死亡数量、其他内部销售以及淘汰种畜转为商品猪销售数量的
测算依据和合理性，外销售数量占生猪产量比例较高的合理性与可实现性 ；
5、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预测期产品结构的预测依据、仔猪和商品猪收入占比在 2025 年之后保持为 83.13%的合理性 ，以及是否充
分考虑各产品生产周期和特性，与报告期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6、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生猪销售价格预测变动趋势的依据及合理性 ，后期生猪销售价格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合理性 ，以及评估是
否充分考虑“猪周期 ”影响的说明；
7、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各主要产品预测毛利率水平及变动趋势的合理性，2023 年商品猪毛利率较高的合理性，以及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
8、补充披露了折现率计算过程中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选取依据和合理性，以及折现率为 11.97%的合理性 ；
9、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承诺业绩及预测增长率的依据、合理性与可实现性 ；
10、补充披露了结合标的资产最新经营情况及与预测业绩的差异情况 ，说明预测业绩的可实现性的相关内容。

第七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三、《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补充披露《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约定。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与 “二、本次交易符合 《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 补充披露了相关交易对方所持标的资产股权的质押情况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三、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十二）关于天心种业毛利率变动情况的补充说
明”、“（十三）关于天心种业生物资产的补充说明 ”、“（十四 ）关于天心种业使用权资产 、租赁
负债的补充说明 ”、“（十五）新五丰 6 家项目公司约定负债的主要构成或测算依据”；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析”

1、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天心种业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和种猪 、仔猪和商品猪销售收入占比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说明经
营模式、核心竞争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2、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天心种业消耗性生物资产规模的合理性、减值计提的充分性，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性和
生物资产的盘点方法 ；
3、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适用新租赁准则后确认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的具体过程 ，使用权资产折旧计提比例 、折旧计提政策的合
理性，未计提减值的判断依据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依据及会计处理 ；
4、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
5、补充披露了新五丰 6 家项目公司约定负债的主要构成；
6、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生产情况、经营成本及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补充披露了“猪周期 ”下行阶段对相关指标的影响。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之“（五 ）关于现代农业集团参与新设标的资产不违反 2017 年同业竞争承
诺，不存在利益输送等行为的补充说明 ”；一 、同业竞争情况之 “（六 ）关于上市公司新建公猪
站从事猪精生产业务，不与湘猪科技构成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 ”；二 、关联交易情况之 “（五 ）
关于天心种业关联采购定价公允性的补充说明”；二、关联交易情况之“（六）关于标的资产不
存在尚未解决的资金占用行为的补充说明 ”

1、补充披露了关于现代农业集团参与新设标的资产不违反 2017 年同业竞争承诺，不存在利益输送等行为的说明；
2、补充披露了关于上市公司新建公猪站从事猪精生产业务，不与湘猪科技构成同业竞争的说明；
3、补充披露了关于天心种业关联采购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
4、补充披露了关于标的资产不存在尚未解决的资金占用行为的说明 ；
5、补充披露了关于天心种业关联销售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

具体修订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中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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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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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48.20%股权、荆州湘牧种业

有限公司 49.00%股权、衡东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39.00%股权、临湘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46.70%股权、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郴州市下思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新化县久阳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衡东鑫邦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湖南天勤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龙山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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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35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
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回复，现将反馈意见回复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
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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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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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框架协议》仅为各方就股份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产业投资事宜的框架性约定，各方

将进一步按照交易方案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2、《框架协议》中涉及的股份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将涉及上市公司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整体交易事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11 月 23 日，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德莅先生、曹德莅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余娅群女士、湖州禾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禾澄”）、欧文
凯先生签署了《框架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方案包括股份协议转让、股份表决权委
托、产业投资等三个部分。 有关方将在进一步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就交易方案每一部分分别签
订相应的书面协议。

1、关于股份转让：转让方曹德莅先生及余娅群女士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60,473,216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58%）分两期（首期股份及二期股份）转让给湖
州禾澄。 经协商一致，股份转让的总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含税价格）。

2、关于表决权委托：二期股份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湖州禾澄行使，委托期限
至该等股份全部按照届时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过户登记至湖州禾澄名下之日止。

3、关于产业投资：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3,122.4490 万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成为普乐新能
源科技（泰兴）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最终持有其 51%股权。 本次产业投资的具体安排（包括但
不限于增资款的支付安排等事宜），将在各方签署的正式的《增资协议》中约定。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曹德莅先生，目前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47,6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5.41%。
2、余娅群女士，系曹德莅先生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13,598,45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40%。
（二）受让方：湖州禾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1MAC3D1FD7M
成立日期：2022-11-1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大观天地 5 幢 -4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华良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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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苏州中融财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90%；宁波同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出资比例 10%。

湖州禾澄的股东情况：

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州禾澄、陈华良先生、苏州中融财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同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知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无关联
关系。

（三）交易方：欧文凯先生，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普乐新能源科技（泰兴）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执行董事，持有其 99%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欧文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普乐新能源科技（泰兴）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人民币） 持股比例

欧文凯 2970 99%
向亮睿 30 1%
合计 3000 100%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湖州禾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受让方”）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华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FD7M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大观天地 5 幢 -4
乙方（上市公司股东）：
乙方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曹德莅
身份证号码：4222**********1333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
乙方二（上市公司股东）：余娅群
身份证号码：5111**********0420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丙方（上市公司）：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德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7530185122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清港镇工业产业集聚区
丁方：欧文凯
身份证号码：4416**********3331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第一条 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组成和前提
1.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方案包括股份协议转让、股份表决权委托、产业投资等三个部

分。
2.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交易方案的相关股东大会之前，若有需要，有关方将在进一步友好

协商的基础上，就交易方案每一部分分别签订相应的书面协议。
（二）股份转让
1.标的股份：乙方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60,473,216 股（占股份总数

的 19.58%）转让给甲方。
2.转让步骤：考虑到乙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存在转让受限情况，本次股份转让将具体分为

两步进行：
(1) 第一期协议转让： 乙方先向甲方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当前全部无限售流通股合计

24,708,158 股（以下简称“首期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8%。
(2)第二期协议转让：待乙方所持二期股份（定义见下文）不再受到转让限制时，乙方应向

甲方协议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35,765,058 股（以下简称“二期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11.58%。

3.转让价格：（1）首期股份转让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经
各方协商，首期股份的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税价格）；（2）二期股份的交易价格
根据届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定价规则确定股份转让的定价基准及最终转让价格； 如二
期股份转让的最终转让价格导致首期股份转让与二期股份转让的总价款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
元（含税价格），各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适时调整二期股份转让价格确定条
件和 / 或转让时机， 以确保甲方首期股份转让与二期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含税价格）。

（三）表决权委托
乙方将二期股份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甲方行使， 委托期限至该等股份全部

按照届时《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之日止。
（四）产业投资
1.交易方式：上市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成为普乐新能源科技（泰兴）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兴普乐”）的控股股东，最终持有泰兴普乐 51%股权（以下称为“产业投资”）。
2.交易价格：鉴于本协议签署之日，泰兴普乐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其现有股东尚未向

泰兴普乐实缴出资，上市公司拟支付的增资款为人民币 3,122.4490 万元。
3.知识产权：本次产业投资的前提条件之一为丁方及其控制企业（包括但不限于普乐新能

源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深圳市普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 N 型电池相关专利技术已
按照上市公司要求的合理方式转移至泰兴普乐名下。

4.本次产业投资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增资款的支付安排等事宜），将在各方签署的
正式的《增资协议》中约定。

第二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为本协议之目的，此处的中国法律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2.因本协议的签署、效力、履行、解释或因与本协议的其它事项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应立即

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各自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诉讼解决。

3.除提交诉讼的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其他条款。
第三条 保密
1.本协议签署后，除非事先得到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否则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亦无论

本协议是否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无效或履行完毕，各方均应承担以下保密义务：
（1） 各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协议以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以及与交易有关的任何文

件(以下简称“保密文件”)；
（2）各方只能将保密文件和其内容用于本协议项下交易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2.本协议各方因下列原因披露保密文件，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1）向本协议各方及各该方聘请的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披露；
（2）因遵循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披露；
（3）因有权主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而披露。
第四条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
三、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日，《框架协议》

仅为交易双方就股份转让、表决权委托、产业投资等事项达成的框架性文件，交易双方将进一
步按照交易方案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其中股份转让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
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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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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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永和智控，证

券代码：002795）将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的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证券代码：002795）自 202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4）。

2022 年 11 月 23 日，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德莅先生、曹德莅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余娅群女士、湖州禾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欧文凯先生签署了《框架协
议》，本次交易方案包括股份协议转让、股份表决权委托、产业投资等三个部分，各方将进一步
按照交易方案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
署 < 框架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停
复牌》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永和智控，证券代码：
002795）自 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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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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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绍兴上虞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虞芯投资”）、 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瑞
嗔”）发行股份购买虞芯投资持有的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科”）39%的股
权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World� Style”）39%的
股份和上海瑞嗔持有的华信科 10%的股权及 World� Style� 10%的股份， 并同时向浙江舜元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1 年 4 月 26 日、2021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5 月 30 日和 2022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
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根据前述股东大会
决议， 公司本次交易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有关事
宜的授权期限为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2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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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的

《关于不予核准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的决定》（证监许可[2022]2835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22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次交易
方案及相关材料，继续推进本次交易事项。

三、相关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延长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

关事宜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交易工作的顺利推进，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了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拟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 并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授权期
限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若公司已于延长后的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
核准文件，则前述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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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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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绍兴上虞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虞芯投资”）、 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瑞
嗔”）发行股份购买虞芯投资持有的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科”）39%的股
权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World� Style”）39%的
股份和上海瑞嗔持有的华信科 10%的股权及 World� Style10%的股份，并同时向浙江舜元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2022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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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的
《关于不予核准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的决定》（证监许可 [2022]2835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鉴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增强公司经营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
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继续推
进本次重组事项，并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协调各方，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申报材料，待相关工作完成后重新提
交中国证监会审核，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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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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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以邮件、微信方式发出，因相关事项较为紧急，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以通讯
会议的方式召开，全体监事均参会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一）《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向绍兴上虞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虞芯投资”）、上海瑞嗔

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瑞嗔”）发行股份购买虞芯投资持有的深圳市华
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信科 ”）39%的股权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World� Style”）39%的股份和上海瑞嗔持有的华信科 10%的股
权及 World� Style10%的股份，并同时向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鉴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增强公司经营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
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审慎研究，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延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交易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即将届满， 为确保本次交易后续工作的顺利推

进，同意公司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若公司已于延长
后的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
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公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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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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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以邮件、微信方式发出，因相关事项较为紧急，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以通讯
会议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均亲自参会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
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一）《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向绍兴上虞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虞芯投资”）、上海瑞嗔

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瑞嗔”）发行股份购买虞芯投资持有的深圳市华

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信科 ”）39%的股权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World� Style”）39%的股份和上海瑞嗔持有的华信科 10%的股
权及 World� Style10%的股份，并同时向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鉴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增强公司经营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
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审慎研究，公
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顾昕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8 票，回避 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延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交易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即将届满，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顺利推

进，同意公司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若公司已于延长
后的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
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顾昕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8 票，回避 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宜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交易工作的顺利推进，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若公司已于延长后的
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顾昕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8 票，回避 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方式为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址等信
息将另行通知。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二、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