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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2 年 9 月 5 日  13：30 开始 

会议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 18 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行政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三、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四、审议议案 

五、投票表决 

六、股东提问，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七、休会（等待网络表决结果，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结果） 

八、宣布表决结果 

九、律师宣布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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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规、

文件精神，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求，为了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保证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特制订本须知。 

1、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大会设会务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及

服务等事宜。 

2、为能及时、准确地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代表的持股总数，

登记出席股东大会的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应准时到达会场签到并确认参会资格。股

东参会登记当天没有通过电话、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的，不在签到表上登记签到

的，或会议正式开始后没有统计在会议公布股权数之内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不得

参加表决和发言。 

3、出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大会召开期间，股东（或股东代表）事先

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登记，股东（或股东代表）临时要求发言或就

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进行。 

4、每一位股东或股东代表在股东大会上发言不得超过两次，第一次发言的

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 

5、大会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问题，

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

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6、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合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现场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由推选出的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律师参加计票、监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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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场股东或股东代表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列明的“同

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作无

效票，作弃权处理。 

8、本次大会共审议三项议案。本次大会的议案均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10、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的

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

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 

11、公司董事会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为保证会场秩

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态，场内请勿大声喧哗。会议谢绝个

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于干扰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将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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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针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9319 号）。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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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基础上，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万

元） 

本年年初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浦华公司 63,780.13 49,320.94 

江西华创 100.00 0 

华友控股 10.00 1.81 

小计 63,890.13 49,322.75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受托加工等 

浦华公司 681.43  690.11 

乐友公司 63.36  32.84 

圣钒科技 820.00  0 

华友控股 500.00  11.82 

江西华创 500.00  0 

华景新材 200.00  0 

湖北友兴 400.00 0 

云南友天 500.00  0 

广西华创 300.00  0.57 

小计 3,964.79 735.3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浦华公司 54.00 0 

小计 54.00 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商品 

乐友公司 5,738.55 0 

圣钒科技 300.00 21.37 

小计 6,038.55 21.37 

关联租赁 
华友控股 50.00 2.50 

小计 50.00 2.50 

浦华公司 726.25 1,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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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原料、

辅料、燃料和动力等 
小计 726.25 1,228.31 

合计  74,723.72 51,310.26 

 注：本次预计期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召开日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浦华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19476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西三路 1060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时间：2018 年 05月 1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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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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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陈要忠担任浦华公司董事长。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浦华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乐友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28536 万美元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锡梅路 1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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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2018 年 06月 29日 

经营范围：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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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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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陈要忠担任乐友公司董事长。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乐友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华友控股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雪华 

注册资本：7009.20399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 288号 6幢 103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2006 年 12月 1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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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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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友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和陈雪华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23.17%的股份。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华友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四）江西华创 

公司名称：江西华创新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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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9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港兴路 66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 年 2月 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陈雪华合计持有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

限公司90.70%股权，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江西华创100%股权。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江西华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五）圣钒科技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国祥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9 年 4月 9日 

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圣钒科技 100%的股份。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圣钒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六）华景新材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华景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国祥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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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江苏产业园西片区(苏布尔

嘎镇)经九路西、纬九路南、经十三路东、纬十一路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 年 3月 25日 

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华景新材 100%的股份。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华景新材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七）湖北友兴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友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胜 

注册资本：15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兴山县昭君镇昭君村二组 38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 年 1月 2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湖北友兴 100%的股份。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湖北友兴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八）云南友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友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铺金路 8 号草铺街道办事处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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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 年 3月 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储能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售；能量

回收系统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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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云南友天 100%的股份。云南友天董事陈晓军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雪华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友天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九）广西华创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华创新材铜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盛夫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教育东路东 2685 号玉林市中小企

业科技创新孵化服务中心 15楼-8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0 年 11月 2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工程管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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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广西华创 100%的股份。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广西华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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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发

挥公司与关联人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交易是在自愿、

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市场化为原则，并根 

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产品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

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产品市场占

有率，增强公司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中的竞争力。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与关联方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性。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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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定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截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总

股本1,221,265,78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66,379,734.90元；同时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公司已于2022年6月实施完毕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总股本由

1,221,265,783股变更为1,587,645,518股（详见公司2022-084号公告）。上述权

益分派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2〕327号）。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确定2022年6

月23日为授予日，向1,20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共计10,749,500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32.35元/股。在确定授予日后办理缴款的过程中，20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3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61,600股。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200人调整为1,170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

票由10,749,500股调整为10,487,900股。 

上述缴款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2〕330号）。本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

记手续已于2022年7月8日办理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详见公司2022-121号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及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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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65,783 股 变 更 为 1,598,133,418 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由 人 民 币

1,221,265,783元变更为人民币1,598,133,418元。公司将根据上述情况对公司章

程第六条、第十九条分别进行修改，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工商登记变

更等相关事项。具体修订条款见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2126.5783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9813.3418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2126.5783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 122126.5783 万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59813.3418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159813.3418万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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