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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公告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本行”） 第二届董
事会决定召开本行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行第二届

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 上午10:30
（三）会议地点：广西鹿寨农村

商业银行总部十二楼会议室 （广西鹿
寨县鹿寨镇建中西路1号）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下午 6 时，

在本行股东名册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
委托代理人，每一股东只能委托一名
代理人代为出席，该代理人不必是本
行的股东；

2.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3.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内容
（一）审议议案
1.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2.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3.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选举
办法 （草案）

4.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监事长选举
办法 （草案）

5.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年发展规划评估报告

6.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公
司2021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7.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公
司2022年财务预算方案(草案)

8.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2025年战略发展规划（草案）

9.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推荐第三届董事会
人选的议案

10.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推荐第三届监事
会人选的议案

11.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作为我行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12.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2022修订） 的议案

13.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

（二）听取报告（通报）事项
1.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报告

2.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管层及
其成员2021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3.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稽核审计报告

4.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案件防控工作报告

5.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稽核审计部2021年内部评价报告

6.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关
联交易情况报告

（三）其他议提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从公告之日起

至 5 月 20 日 下 午 5 时 止 ， 每 天 上 午
9:00－12:00；下午2:30-5:00。

（二）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在登记时间内到
指定地点现场登记或以传真、信函等
方式进行登记。

现场登记地址: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机构。

传真登记号码：0772-6817112
信函登记请寄：广西鹿寨县鹿寨

镇建中西路 1号, 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董
事会办公室，邮编 545600 （信封请注
明：股东大会资料）

（三）登记手续：
1.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自然人
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

2.企业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
出席的，应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企业法人股东委托非法
定代表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报到时间：2022年5月

30日上午9:30。
（二）会议报到手续:
1.已办理会议登记的出席人员，请

携带本人身份证出席。
2.未办理会议登记的出席人员 （含

已办理会议登记但更换出席人员的），
请按本公告第三条的要求携带会议登
记的相关证件和文件办理会议报到手
续。

3.由于携带证件或文件不齐全，导
致无法确认其股东或代理人资格的人
员，将不能出席会议。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龙芬、廖刚锋
电话：0772-6817112
传真：0772-6817112
邮编：545600
（四）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

通及各项费用自理。
（五） 如因特殊情况，会议时间

和地点发生变化，将另行通知。
（六） 会前 14 天内如有新冠肺炎

疑似症状、与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人
员或境外输入病例接触史、疫情严重
国家或地区驻留史或其他任何疑似情
况的人员禁止参会，应请假或者更换
其他人员参会。

注：授权委托书格式，可到我行
营业网点索取。

广西鹿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长风路西段（跃进路-白沙路）封闭施工通告
因柳州市长风路西段 （跃进路-白沙路） 道路

改造工程施工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定于2022年5月

15日起对长风路西段 （跃进路-白沙路） 进行分段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局部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施

工工期约5个月。具体如下：

一、5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施工路段西半段

（跃进路至云星钱隆世家小区南侧出口） 全封闭施

工，施工路段东半段 （云星钱隆世家小区南侧出口

至白沙路） 半封闭施工，路段内车辆需通过施工便

道进出。

二、7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施工路段 （跃进路

至白沙路） 实施半封闭施工，实行机动车由西向东

单向交通组织。

为保证施工安全顺利进行，请过往车辆提前选

择出行路线，遵照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服从现场交通警察、交通疏导员的指挥，减速慢

行。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柳州市路桥建设管理处

2022年5月9日

5 月 10 日凌晨 1 时 56 分，天
舟四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运载
火箭托举下，从大海之滨的文昌
航天发射场飞赴太空。

这是我国自 2017年 4月以来
成功发射的第 4 艘货运飞船，也
是向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送的第
3件快递“包裹”。

一年逢好夜，天舟再出发。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大幕

正式拉开，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之
战打响。

作别大海，飞向天和
琼北古邑，夏夜已深。
椰林大海边的文昌航天发射

场内灯火通明，天舟四号货运飞
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整装待
发、剑指苍穹。

“各号注意，1小时准备！”
0时 56分，发射任务 01指挥

员王宇亮的口令响彻发射场，发
射塔架回转平台徐徐打开。

探照灯下，乳白色的船箭组
合体光晕流转，鲜艳的五星红旗
和“中国载人航天”6 个蓝色大
字格外醒目。

这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首次发射，也是空间站货物运输
系统的第4次远征。

5 年前，作为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
的收官之作，天舟一号从这里拂
羽飞天，踏上逐梦太空的征程。

“ 各 号 注 意 ， 30 分 钟 准
备！”1时 26分，王宇亮的口令再
次响彻发射场，加注人员开始向
安全区域撤离。

这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
执行的第 17次航天发射任务，也
是第5次放飞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
任务，天舟四号能否成功发射，直
接关系后续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
介绍。

连日来，发射场科技人员精
心精细抓好质量控制，逐个阶
段、逐个项目、逐个步骤分析识
别，持续完善各类方案预案，确
保发射任务万无一失。

“ 各 号 注 意 ， 15 分 钟 准
备！”1时 41分，01指挥员又一次
发出倒计时口令。

1 年 前 ， 天 舟 二 号 满 载 货
物，从这里直刺苍穹，去追寻先

其升空不久的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8 个月前，还是在这个老地
方，天舟三号冲向云霄，将航天
员生活物资、推进剂等货物送往
天和核心舱。

那天，两艘货运飞船，与天
和核心舱相伴共飞，创下中国载
人航天史上的新纪录。

“各号注意，1 分钟准备！”
口令声中，扶持火箭的摆杆打
开，发射塔架上与火箭相连的各
系统设备自动脱落。

此时，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
天舟三号组合体正在 400 公里高
的太空飞经海南文昌上空。

此刻，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
呼吸，原本热闹的发射场也安静
下来，只有王宇亮的口令在天地
间回荡——

“5、4、3、2、1，点火！”
1 时 56 分，撼天动地的轰鸣

响彻海天，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
举着天舟四号腾空而起，在夜空
中划出一道绚丽的轨迹，作别大
海，飞向天和。

大海，又一次见证了中国航
天的高光时刻。

“快递”送至，等待
“签收”

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
船箭成功分离……天舟四号顺利
进入太空。

此时，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
天舟三号组合体已在太空等待了
230 多天。为了迎接今年的第一
个“地球来客”， “中国宫”已
经做好了各项准备——

4 月 20 日，天舟三号从天和
核心舱后向端口分离，绕飞并自
动对接至前向端口，为天舟四号
后向对接“让贤”。

更早些时候的 3月 31日，天
舟二号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后，受
控再入大气层。同样，这也是为
了提前腾出交会对接口。

天和核心舱配置有 5 个对接
口，其中后向对接口、前向对接
口用于对接货运飞船。

天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
的地面后勤补给航天器，也是现
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
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为了满足空间站建造阶段密集发
射的需要，天舟货运飞船实行组批生
产，同时生产了二、三、四、五号，
它们的外形、功能相似或相近。

“天舟四号是我国进入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首发航天器，承担
着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提供物资
保障、空间站在轨运营支持和空
间科学实验等任务。”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
党蓉说。

这一次，天舟四号装载了共
计 200 余件 （套） 货物，其中包
括货包货物和直接安装货物，将
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6 个月在轨
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开展材
料科学等空间应用领域提供物资
保障。

“天舟四号携带了补加推进
剂约 750 公斤，与天舟三号相比
差不多，但上行物资总重约 6000
公 斤 ， 比 天 舟 三 号 多 了 300 公
斤，运输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
总设计师白明生介绍，“这次没有
再带舱外航天服，因为上边已经
有3套了。”

此外，科研人员还根据航天
员在轨使用意见，对天舟四号进
行了持续改进和优化设计。

如今，太空“快递”已送
至，只待神舟“签收人”。

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
每半年要进行一次航天员乘组轮
换和货物补给。这意味着，天舟
四号成功升空后，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行任务也进入倒计时。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段时
间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科技人员
正在为任务进行着各项准备。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也已选定，
根据计划将于下个月再叩苍穹。

弱水河畔，将见证中国人的
第9次飞天。

“快递小哥”连战连捷
天舟四号顺利升空，长征七

号连战连捷，表现依旧出色。
长征七号是我国新一代中型

运载火箭，自 2016年首飞以来共
执 行 4 次 天 舟 货 运 飞 船 发 射 任
务，向中国空间站及空间实验室

运送大量物资，被誉为太空“快
递小哥”。

为满足未来空间站运营的需
求，这一次，研制团队对长征七
号发射前的流程进行了优化，将
测发周期较天舟三号发射时减少
4天。

这是长征七号首次实现在一
个月内完成测试和发射。

“测发周期减少 4 天是一项
重大流程改进任务，不仅挑战着
长七火箭的综合性能，也考验发
射队员在高强度工作环境下的应
变能力，火箭的各个分系统必须
同时开展流程优化工作才能达到
最终目标。”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孟刚说。

地面设备恢复是长征七号进
场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开展火箭
测试的先决条件，仅此一项就节
省时间2.5天。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范虹介绍：

“把本发任务与前一发、后一发联
动起来，让流程‘活’起来，前
期工作做得越充分，进场之后测
试任务就开展得越快越好。”

4月10日下午，长征七号开启
产品出箱工作。为了达到优化流程
的目标，助推器自检、火箭芯级出
箱工作以及整流罩出箱工作，首
次在不同工作厂房并行开展。

“总装团队全员上阵，工艺
员、调度员、检验员和负责质
量、信息化的人员全部到达现
场，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铆
足了干劲。”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总装技术负责人
崔蕴介绍说，火箭产品出箱工作
流程也由3天压缩至2天。

天舟三号发射时，煤油加注
后再进行液氧加注，这两个是完
全串联的流程。这次发射，长征
七号进行液氧与煤油并行加注，
从而将发射日 12小时流程缩减至
8小时。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
作。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

运 载 火 箭 主 任 设 计 师 邵 业 涛
说：“液氧与煤油并行加注，就
使得原来的流程得到了压缩，
同时也减少了煤油的停放时间
和温升，进一步保证了推进剂
的品质。”

天舟四号发射升空后，要与
天和核心舱进行快速交会对接。
这就要求火箭毫秒不差地点火升
空，将其精确推送至天和核心舱
所在的空间轨道面。

为此，科研人员利用迭代制
导的算法扩展发射窗口。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型
号办副主任设计师沈丹说：“即
使长征七号与标准的起飞时刻有
偏差，只要在两分钟以内，在空
中它就会自己去寻找一条合适的
路线，追上天和核心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长
征七号首次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作为导航接收的第一优先级。

“也就是说，火箭起飞以
后，导航都是优先由北斗系统来
提供的。”沈丹表示。

事实上，长征七号目前的总
体技术状态已趋于稳定，飞行可
靠性评估值达 0.9838这一国际先
进水平。

轰鸣声中，大量白雾霎时升
腾，长征七号喷涌着尾焰拔地而
起，很快便托举着天舟四号沿着
预定轨道，消失在茫茫夜空。

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
楼远眺，长征七号发射塔架依旧
矗立海滨。不远处，便是另一个
发射塔架。

年底前，问天和梦天实验舱
将从这个塔架飞赴天宇，与天和
核心舱对接形成中国空间站“T”
字形构型。“如果再加上 2艘载人
飞船和 1 艘货运飞船，一个总质
量接近 100 吨的中国空间站将呈
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届时，“中国宫”就是浩瀚宇
宙中最亮的“星”。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10日电）

良宵送天舟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飞天记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这句诗道出了许多人对菊花的印象，认为菊花
一般只在秋天绽放。但是百日菊偏偏不打常规
牌，近日在我市都乐公园绚丽绽放。

都乐公园里，近 2万株百日菊在 700多平
方米的泥土里苏醒，放眼望去，红、粉、白、
橙、黄，满丛繁花，花开绰约，呈现出一片初

夏丽景。
百日菊在园林种植中是非常优质的观赏植

物，不仅用于花坛、花镜、花带中，还常用于
盆栽装点室内，并且它根深茎硬不易倒伏，哪
怕在夏日的狂风暴雨中也能安然挺立。

本报通讯员 陈曦雨
卢春霖 王薇 摄

五彩花海 绽放初夏

55月月 77日日，，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
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组合体在垂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组合体在垂
直转运直转运。。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这 是 在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拍摄的天舟
四号货运飞
船与空间站
组合体完成
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示意
图 （5 月 10
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