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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溪轴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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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蓝田二厂区总部第二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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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47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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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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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

司董事长陈晋辉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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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董事林柳强、陈志雄因公事出差未能出

席会议；董事李文平、独立董事周宇、杨一川、沈维涛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通

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人，其中监事吉璆梅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通过视频

方式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曾四新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林通灵列席了会议；

副总经理张逸青、总工程师林振元因公事出差未能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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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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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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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79,865,475.24 元。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399,553,5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22 元（含税），

共计 48,745,535.66 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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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70,095 99.8771 184,500 0.1108 20,000 0.0121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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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事项的议案 

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费用 83.50 万元（包含审计服务应缴纳的所有税费和派遣审计人员实施

现场审计所需的交通费、食宿费和出差补贴等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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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本金安全的

理财产品，上述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的一年内，公司可

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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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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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和技改项目的实施，同意公司以信用借款、



开具承兑汇票、票据贴现及资产抵押质押等形式向银行申请融资总额度人民币壹

拾贰亿元，其中资产抵押质押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含贰亿元）；授权

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全权办理上述融资业务，其所签署的与上

述融资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

本公司承担。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后一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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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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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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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51,096 99.6855 523,499 0.3145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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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7,795 99.9058 156,800 0.094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66,272,795 99.8787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51,23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14,569,2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66,999 69.5457 184,500 27.4758 20,000 2.9785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7,300 24.4186 64,500 57.6923 20,000 17.8891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439,699 78.5599 120,000 21.4401 0 0.000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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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4,943,295 98.6499 184,500 1.2179 20,000 0.1322 



预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报酬事项的议案 
14,990,995 98.9648 156,800 1.0352 0 0.0000 

7 关于拟使用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

议案 

14,990,995 98.9648 156,800 1.0352 0 0.0000 

13.01 选举刘桥方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945,995 98.6677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十三采用累积投票制，此议案的表决结果仅统计列示表

决同意股数及比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军利、殷庆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公司现行章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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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