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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打造 「寒地龍藥」 全產業鏈 助推生物經濟高質量發展

發布會現場 石啟立 攝

為推動生物經濟高質量發展，黑龍江省出台了《黑
龍江省 「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和《黑龍江省
關於支持生物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3 月 30
日，黑龍江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
邀請黑龍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蘆玉春、黑龍
江省工業和信息化廳一級巡視員王雁江、黑龍江省科
技廳副廳長韓金華、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王學
斌出席，對此進行介紹和解讀。

中藥產業是生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者注意到
「中藥材」和 「寒地龍藥」成為這場新聞發布會高頻

詞，梳理發現共五次提到 「中藥材」，兩次提到 「寒
地龍藥」。該《規劃》立足全省資源、創新、產業等
優勢，為中藥材產業發展確定了目標、指明了方向，
讓 「寒地龍藥」真正成為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助推生
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省發改委：
培育壯大「寒地龍藥」產業鏈

蘆玉春在做主旨發布時表示，圍繞打造千億級國家
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培育壯大生物醫藥、原料藥及醫
藥中間體、寒地龍藥和特醫食品產業鏈。要聚焦牡丹
江、佳木斯和四煤城在中藥材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創
建一批國家級、省級中藥材特優區，建成生物醫藥、
生物製造產業基地。以大小興安嶺林區為重點，加快
中藥材、生物林業和生物農業產業發展，把 「冷資
源」轉化為 「熱產業」。

省工信廳：
「十四五」中藥加工體系不斷完善
王雁江介紹，從資源稟賦看， 「寒地黑土」中藥材生

長環境好、品質優，刺五加、板藍根、平貝等藥材的供
應量分別佔全國市場份額的80%、50%、30%以上；擁有
藥品批准文號8080個，擁有一批中國馳名商標。

王雁江表示， 「十四五」的主要發展目標是：到

2025 年營業收入達到千億級，中藥加工體系不斷完
善，化藥質量療效不斷提升，生物製藥領域不斷拓
寬，整體競爭力明顯提高，進入全產業鏈高質量發展
的新階段。

省科技廳：
圍繞生物醫藥等領域給予穩定支持
韓金華稱，為更好發揮科技作用支撐生物經濟發

展，省科技廳正在研究制定《黑龍江省生物經濟科技
攻關三年行動計劃》，主要圍繞生物醫藥、生物製
造、生物農業、生物能源等重點領域，產業發展的技
術需求，集中優勢資源，開展創新活動。預計三年投
入5億元資金，給予穩定支持。

省農業農村廳：
全力建設「寒地龍藥」生產基地

王學斌在發布會上稱，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將抓住
這次大力發展生物經濟的東風，依託厚重的農業基
礎、豐富的生物資源等優勢，加快培育生物農業發展
新動能，乘勢而為，換道超車，具體來說，要以 「1+
3+3+3」為總抓手，推動農業產業由大變強，當好維
護國家糧食安全的 「壓艙石」。 「黑龍江將以 『龍九
味』為主導，以道地大品種為重點，建設 『寒地龍
藥』生產基地」，王學斌在發布會上鏗鏘有力。

據了解，2019年以來，在加快打造中醫藥千億級產業
目標的引領下，黑龍江省連續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推
進舉措，中藥材產業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全省
種植面積、產量、產值、效益增速連續三年保持全國領
先，在全國知名度和影響力正在不斷攀升，已發展成為
拉動縣域經濟增長、農民持續增收的新興產業。

「寒地龍藥」高質量發展：
實現從生產大省向產業強省新跨越
今年黑龍江藉此次大力發展生物經濟的東風，對大力

發展中藥材產業有何重大舉措，如何推進這一產業高質
量發展呢？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中藥材發展處處長修國
輝介紹，黑龍江將對標國內先進，認清優勢潛力，立足
全鏈條謀劃、全要素推進、全方位服務，延伸產業鏈、
提升價值鏈、完善服務鏈的 「三全、三鏈」發展思路，
以推進寒地中藥材生物產業為重點，採取行政推動、規
劃引領、政策扶持、典型引帶、綠色發展等舉措，實現
全省中藥材種植面積400萬畝以上，產量75萬噸任務目
標，推進中藥材產業高質量發展。
完善共建機制，打造產業先行區。以大興安嶺寒地

生物產業、小興安嶺（伊春）中藥材產業發展為重
點，打造寒地中藥材產業先行區。着力推動大興安嶺
中藥材種植、飲片及萃取全產業鏈、倉儲加工科技產
業園等項目建設，促進中藥材產加銷融合發展。繼續
推進伊春市五位一體的 「林都北藥產業園」建設，打
造優勢特色產業集群。
抓好政策落實，夯實產業基礎。跟進落實2022年度

省財政補助政策，撬動社會資本參與，力促齊齊哈
爾、雞西市鼓勵扶持政策落地，加快大興安嶺加格達
奇區國家級區域性中藥材良種繁育基地和一批高標
準、高質量、規模化省級綜合性或單品種種子種苗繁
育基地建設。優化產業布局，全省重點發展刺五加、
人參、防風、五味子、板藍根等5個道地特色品種，
各地建設和叫響一批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專品種生產大
縣，促進全省中藥材產業做優做大。
發展產地加工，提升產品附加值。發揮自貿區和口

岸優勢，探索 「基地+進口、加工+外貿」模式，打造
採收、進口、批發、加工、倉儲、網絡平台服務於一
體的綜合產業帶。引導高校、院所聯合龍頭企業探索
人參、桔梗、黃精等 「藥食同源」大健康食品開發，
加強中獸藥、中藥日化產品等研發，做強道地藥材加
工業。
建設流通體系，拓展市場渠道。加快伊春市、大興

安嶺加格達奇區、鐵力市、綏芬河市和中俄（黑河）

中藥材交易大市場等集散地市場建設，推動形成區域
性中藥材交易市場。建立全省中藥材種植註冊制度，
探索推行 「龍藥碼」，實行 「一藥一地一碼」，全面
提升中藥材質量安全水平。探索建立 「龍藥雲+N個
專品種共享基地」，提高中藥材產業智能化、數字
化、信息化水平。
強化科技支撐，提升發展水平。強化相關主管部門和

科研院校的溝通協作，加強科技創新與轉化，全面開展
中藥材品種培優、品質提升、品牌打造和標準化生產
「三品一標」行動。對標對表國家藥典標準和國際先進

標準，優選全省道地藥材，建立 「寒地龍藥」特色中藥
材標準體系。制定良種繁育、種子種苗、種植（養
殖）、採收、產地加工規範，完善大宗中藥材生產技術
規程，構建道地優質中藥材全產業鏈標準體系。
培育特色品牌，打造龍藥精品。推進中藥材品牌建

設，着力塑造 「寒地龍藥」品牌，支持中藥材綠色食
品、有機農產品認證、農產品地理標誌登記、公共區
域品牌建設和申請馳名商標認定，叫響一批 「平貝之
鄉」 「紫蘇之鄉」 「黃芪之鄉」 「五味子之鄉」 「刺
五加之鄉」。

據介紹，到2025年，黑龍江將把中藥材產業打造成
鄉村振興的新興產業，強縣富民的特色產業，實現由
生產大省向產業強省的新跨越。 張曉磊 王琳

4.1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建立，董事会应当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确保
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平性，以及信
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4.1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为公司信息披露的常设
机构，即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由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制定
和修改，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应当
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确保公司相关信息披露
的及时性和公平性，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
……

4.2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
董事和董事会、监事和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总部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的负责
人在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工作职责如下：
（一）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汇集公司应予披露的信息并报告董事
会，持续关注媒体对公司的报道并主动求证报
道的真实情况。董事会秘书有权参加股东大会、
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
会议，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查阅
涉及信息披露事宜的所有文件。董事会秘书负
责办理公司信息对外公布等相关事宜。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
件，财务负责人应当配合董事会秘书在财务信
息披露方面的相关工作。
（二）公司董事和董事会应勤勉尽责、确保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董事应
当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
及其影响，主动调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三）监事和监事会除应确保有关监事会公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外，应负责对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信息披露相关职责的行
为进行监督；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发现信
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应当进行调查并
提出处理建议。
（四）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监事和监事会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保证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部门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时知悉公司组织与
运作的重大信息、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
策产生实质性或较大影响的信息以及其他应当
披露的信息。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董事会
报告有关公司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出现的重大事
件、已披露的事件的进展或者变化情况及其他
相关信息。
（五）公司总部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子公司
的负责人应当督促本部门或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和报告制度，确保本部门或公司
发生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信息及时通报给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或董事会秘书。
（六）上述各类人员对公司未公开信息负有保
密责任，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泄
露尚未公开披露的信息。

4.2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
董事和董事会、监事和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总部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的负责
人在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工作职责如下：
（一）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汇集公司应予披露的信息并报告董事
会，持续关注媒体对公司的报道并主动求证报
道的真实情况。董事会秘书有权参加股东大会、
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
会议，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查阅
涉及信息披露事宜的所有文件。董事会秘书负
责办理公司信息对外公布等相关事宜。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
件。董事会秘书需了解重大事件的情况和进展
时，相关部门（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及人员应当予以积极配合和协助，及时、准确、
完整地进行回复，并根据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财务负责人应当配合董事会秘书在财务信息披
露方面的相关工作。
（二）公司董事和董事会应勤勉尽责、确保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董事应
当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
及其影响，主动调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董事会应当定期对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实
施情况进行自查，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改正。
当市场出现有关公司的传闻时，公司董事会应
当针对传闻内容是否属实、结论能否成立、传
闻的影响、相关责任人等事项进行认真调查、
核实，调查、核实传闻时应当尽量采取书面函
询或者委托律师核查等方式进行。
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的对象应当为与传闻有
重大关系的机构或者个人，例如公司股东、实
际控制人、行业协会、主管部门、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相关部门、参股公
司、合作方、媒体、研究机构等。
（三）监事和监事会除应确保有关监事会公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外，应负责对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信息披露相关职责的行
为进行监督；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发现信
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应当进行调查并
提出处理建议。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负责对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重大缺陷及时督
促公司董事会进行改正，并根据需要要求董事
会对制度予以修订。董事会不予改正的，监事
会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四）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监事和监事会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保证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部门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时知悉公司组织与
运作的重大信息、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
策产生实质性或较大影响的信息以及其他应当
披露的信息。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董事会
报告有关公司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出现的重大事
件、已披露的事件的进展或者变化情况及其他
相关信息。
（五）公司总部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子公司
的负责人应当督促本部门或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和报告制度，确保本部门或公司
发生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信息及时通报给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或董事会秘书。各部门以
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是该部门及该公
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由各部门以及各分
公司、控股子公司指定专人作为联络人，负责
向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或者董事会秘书报告
信息。控股子公司应参照本办法建立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
（六）上述各类人员对公司未公开信息负有保
密责任，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泄
露尚未公开披露的信息。

4.3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以下事件时，
应当主动告知公司董事会，并配合公司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一）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
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
较大变化；
……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4.3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以下事件时，
应当主动告知公司董事会，并配合公司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一）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
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
较大变化；
……
（四）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
他情形。
……

新增。

4.8 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在符合条件的媒体披露。
公司应当审慎确定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
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暂缓或豁免披露的信息泄
露。公司决定对特定信息作暂缓、豁免披露处
理的，应当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登记，并经
公司董事长签字确认后，妥善归档保管。

新增。

4.9 各部门、各分公司、各子公司及相关人员
应积极配合董事会秘书做好中国证监会等证券
监管机构的问询、质询、调查、巡检等各种形
式的检查活动。董事会秘书在接到证券监管机
构的质询或查询后，应立即就该等事项与所涉
及部门、分公司或子公司联系，协调相关各方
积极准备，及时提供所需的数据和信息。
以公司名义对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部门进行正式行文时，须经公司董事
长审核批准。相关文件由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存
档保管。

新增。

4.10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当定期对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
子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其他负有信息披露职责的
公司人员和部门开展信息披露制度方面的相关
培训，将信息披露制度方面的相关内容通报给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7.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
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履
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
……

7.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
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履
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
……
公司董事长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承担首要
责任。

备注：上述修订后，其他条款序号相应顺延、调整。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其
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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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授权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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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包括“决议有效期”及“授权事项”在内的《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预案》。

2021 年 5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大众交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818 号），主要内容如下：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不超过 30 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二、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
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债授权延期的议案》，为确保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拟对《关
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预案》中“决议有效期”及“授权事项”的期限进行延
期，即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至 2023 年 5 月 28 日止，《关于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预案》中其他事项和内容保持不变。

按照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经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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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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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事项的情况说明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大众交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公司 2022 年度
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聘用期为一年。

二、拟聘任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

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
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
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
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
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21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52 名、注册会计师 2276 名、从业人员总
数 9697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707 名。

立信 2020 年业务收入（经审计）41.06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4.31 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3.57 亿元。

2021 年度立信为 587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7.19 亿元，
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2 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1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29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

赔偿限额为 12.5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 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24 次、

自律监管措施无和纪律处分 2 次，涉及从业人员 63 名。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

业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董舒 1998 年 1999 年 1999 年 2017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蒋雪莲 1999 年 1996 年 1999 年 2018 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杜志强 1997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21 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董舒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7 年报、2020-

2021 年报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签字合伙人

2018 年报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8-2021 年报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签字合伙人

2021 年报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蒋雪莲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8 年 -2021 年报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5-2017 年报；
2019-2020 年报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8-2020 年报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9 年 -2020 年报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杜志强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9 年报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19、2020 年报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19、2020 年报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1 年报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1 年报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1 年报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 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3. 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

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
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 205 万元，其中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费用 15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55 万元，2022 年按标准支付审
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三、拟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会

议，就本次续聘进行审议。审计委员会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次续聘的建议，
并与立信进行了沟通，对其在 2021 年度的审计工作和审计报告进行了评估。
经审计，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
胜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工作，未发现违反诚信和独立性
的情况。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续聘，并同意将上述建议提请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续聘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且独立董事就
本次续聘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立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在执业过
程中能够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按照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和道德规范，客观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独立发表审计意见。根据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鉴于立信一贯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
制，以及在独立审计中介机构中的良好声誉，我们同意 2022 年度公司继续聘
请立信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三）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全体董事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续聘立信为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和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四）本次续聘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案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暨 2021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

意见
（三）公司第十届审计委员会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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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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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 年 4 月 28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 号大众大厦三楼牡丹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4 月 28 日
                                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

2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 2021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

5 2021 年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 √

6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 √

7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有关事项的议案 √ √

8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10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

1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

12 关于修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

13
关于修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 √

14
关于修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 √

15 关于公司债授权延期的议案 √ √

16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相关公告刊登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于
会议召开前的 5 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12，13，14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9，10，11，16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 众（ 香 港） 国 际 有 限 公 司、Fretum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Enterprise 
Limited、Galaxy Building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同时持有本公司 A 股和 B 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611 大众交通 2022/4/19 －

Ｂ股 900903 大众 B 股 2022/4/22 2022/4/19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6：00
2. 登记地点：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165 弄 29 号 4 楼（纺发大楼）
3. 登记手续：会议登记的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持股凭证，按

公司公告时间、地点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登记时还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书面
委托书；同时接受境内外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也可委托托管机
构进行登记和出席会议。

4. 在现场登记时间段内，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期间，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根据《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不向股东发放礼品，请参加会议的股东谅解。
3. 目前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处于关键阶段，鉴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最大限度

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公司就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特别提示如下：

（1）建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2) 如需现场参会，请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上海市有关疫

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的规定和要求。除现场提供相关参会

证明资料外，现场参会股东需事前填报《预先登记表》( 详见附件 1)。请拟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17:30 前将《预先登记表格》
发送至公司电子邮箱 zyy@96822.com，并与公司联系人联系，登记和确认有关
参会信息。为保护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未在前述时间完成申报、近 14 日内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该等股东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当天，请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配合工作人员实
施以下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已经完成预先登记；
b. 佩戴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口罩；
c. 体温测量正常；
d. 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双绿码”；
e. 具备进入会场前 24 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任何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参会人员，请做好个人防护并配合现场工作

人员的安排，保持安全距离，有序进出会场，所有参会人员就座间隔不得少于
1 米并全程佩戴口罩。现场参会股东将按“先签到先入场”的原则入场，以尽
量保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人数在合理范围以内。公司亦将视会议现场情况，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政府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临时现场防护措施。

(4)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政策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请现场参会股东务
必在出行前确认最新的防疫要求。股东大会当日，参会股东请携带参加本次股
东会议的有效、完整材料，尽早抵达会议现场，配合身份核对、参会登记、体
温检测、核酸报告查验等工作，以确保于会议指定开始时间前完成办理入场手
续，本次股东大会于指定会议开始时间后即停止办理现场入场手续。

4. 本公司联系地址：上海中山西路 1515 号 22 楼
联系人： 诸颖妍   
联系电话：（021）64289122   
   传真：   （021）64285642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4 月 28 日

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2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21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21 年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有关事项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5 关于公司债授权延期的议案    

16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附件 2：预先登记表
《预先登记表》

股东名称 / 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证券账号

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量

参会人员目前所在地（省、市、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近 14 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 / 无）

疫苗接种（有 / 无）

行程码和健康码“双绿码”（有 / 无）

24 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有 / 无）

前来参会乘坐的交通工具

其他不适应现场参会情况

证券代码：A 股 600611            证券简称：大众交通            编号：临 2022-025
                  B 股 900903                              大众 B 股
债券代码： 163450                  债券简称： 20 大众 01
                   188742                                     21 大众 01
                   188985                                     21 大众 02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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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拟
开庭审理原告提起的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胡晓悟（系本公司 A 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 民初 2599 号
案由：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撤销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由于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公司将
积极应诉并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上接 A9）

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

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