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659 证券简称：元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2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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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合白路西侧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033,1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033,1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02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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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徐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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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蒯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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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郑文贤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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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72,033,120 100 0 0 0 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张亘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元琛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5009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2021-087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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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瓯泰”）系杭州豪悦护理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悦护理”或“公司”）股东，现持有豪悦护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股份 6,895,200 股，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方式取得 3,378,648 股，总计 10,273,848 股，占豪悦
护理总股本的比例为 6.4640%。

● 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
2021年 9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大股东及部

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温州瓯泰因自身运营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357,53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
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
行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
月内进行，减持期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且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 1,589,383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
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 减持期间为 2021年 9月 22日至 2021年 12 月 21 日，且
在任意连续 6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3,178,766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021年 11月 29日，公司收到股东温州瓯泰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温州瓯泰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404,42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 200,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604,4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378%。 同时，本次减持计
划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温州瓯泰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0,273,848 6.4640% IPO 前取得：6,895,200 股 ；其他方

式取得：3,378,64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温州瓯泰 1,604,420 1.00378% 2021/10/15 ～
2021/11/29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52.731
-63.09

88,758,209.8
8 8,675,428 5.4276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公司股东温州瓯泰根据自身运营需求自主决定，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减持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温州瓯泰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相关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减持期间，温州瓯泰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390 证券简称：固德威 公告编号：2021-059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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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部分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郑加炫先生持

有股份 3,651,513股，占公司总本的比例为 4.15%。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
份，并于 2021年 9月 6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3）， 郑加炫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 450,000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股本比例不超过 0.51%，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郑加炫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截至 2021年 11月 29日，郑加
炫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0,000 股， 占计划减持数量的比例为 55.56%，占
公司总股本的 0.28%。 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加炫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651,513 4.15% IPO前取得：3,651,51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部分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 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郑加炫 250,000 0.28% 2021/11/22 ～
2021/11/29

集中竞价
交易 449.93 -485.21 116,055,415.49 3,401,513 3.87%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是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要而进行的，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
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安排实施，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其将根据市场情

况、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以及实施进度，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
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制作 董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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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2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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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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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大道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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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2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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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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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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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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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24,574 99.9999 200 0.0001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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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24,574 99.9999 200 0.0001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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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24,574 99.9999 200 0.0001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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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24,574 99.9999 200 0.0001 0 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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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
议案 31,289,414 99.9993 200 0.0007 0 0

2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31,289,414 99.9993 200 0.0007 0 0

3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31,289,414 99.9993 200 0.0007 0 0

4 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289,414 99.9993 200 0.0007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连莲、耿玲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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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0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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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董事长骆亚君持有公司股

份 1,560,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19%；董事、总经理盛业武持有公司股份 2,812,5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5443%；董事、董事会秘书姜向东持有公司股份 1,560,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19%；董
事、副总经理李广文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71%；监事会主席段永秀持有公
司股份 2,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4%； 监事霍彪持有公司股份 3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8%；副总经理梁晓明持有公司股份 14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88%；副总经理朱晓星持有
公司股份 1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17%；总工程师陈光高持有公司股份 96,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186%。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和公司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5），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骆亚君计划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390,062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755%； 盛业武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03,12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361%；姜向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90,062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0.0755%； 李广文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5,0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68%；段永秀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01%；霍彪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7,5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15%； 梁晓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7,15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72%；朱晓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8,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0.0054%；陈光高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46%。 上述董
监高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615,399股，即不超过 0.312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公司 1,568,200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035%，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骆亚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60,250 0.3019% IPO前取得：1,406,250股
其他方式取得：154,000股

盛业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812,500 0.5443% IPO前取得：2,812,500股

姜向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60,250 0.3019% IPO前取得：1,406,250股
其他方式取得：154,000股

李广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0,000 0.0271% 其他方式取得：140,000股

段永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 0.0004% 其他方式取得：2,000股

霍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0,000 0.0058% 其他方式取得：30,000股

梁晓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8,600 0.0288% 其他方式取得：148,600股

朱晓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2,000 0.0217% 其他方式取得：112,000股

陈光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6,000 0.0186% 其他方式取得：96,000股

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指“股权激励取得”、“集合竞价增持取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骆亚君 390,050 0.0755%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7.35 -
8.8 3,071,179 1,170,200 0.2264%

盛业武 693,100 0.1341%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73 -
8.63 5,131,472 2,119,400 0.4101%

姜向东 390,050 0.0755%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8.43 -
9.9 3,575,472 1,170,200 0.2264%

李广文 35,000 0.0068%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8.93 -
8.93 312,550 105,000 0.0203%

段永秀 500 0.0001% 2021/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77 -
6.77 3,385 1,500 0.0003%

霍彪 7,500 0.0015%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74 -
7.01 52,305 22,500 0.0044%

梁晓明 0 0% 2021/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 -0 0 148,600 0.0288%

朱晓星 28,000 0.0054%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7 -7.11 197,100.4 84,000 0.0163%

陈光高 24,000 0.0046% 2021/11/1 ～
2021/11/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77 -
6.77 162,480 72,000 0.0139%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作为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骆亚君、姜向东、李广文、梁晓明、朱晓星、陈光

高承诺如下：
若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

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
本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减持期间内，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
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情形；以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
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82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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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安徽尚纬电缆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年 11月 29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253.06 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5.31%，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到日期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类型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1 2021.10.26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三重
一创现代医疗

收 益 相
关 250,000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0 年度“三重一创”支持高
新技术企业成长事项资金计
划的通知》（皖发改产业[2020]
757号），芜湖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转发省发改委下达
2020 年度“三重一创”支持高
新技术企业成长事项资金计
划的通知（芜发改产业[2020]
577号）

2 2021.11.10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无为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经信局
2019 年度电线
电缆产品检测费
补助

收 益 相
关 76,468

国家特种电线电缆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安徽）关于对
我市电线电缆企业的产品检
测费兑现补助的请示和无为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对我
市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检测费
用给予配套补助的请示（无经
信字【2020】75号）

3 2021.11.10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无为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经信局
奖补省认定专精
特新企业

收 益 相
关 60,000

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芜
湖 市 扶 持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2020-2021年）的通知》（芜政
[2020]46号）

4 2021.11.10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无为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经信局
省级网效之星奖
补

收 益 相
关 100,000

芜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芜湖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0 年芜
湖市促进新型工业化 若干政
策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芜经
信技术〔2021〕11号）

5 2021.11.10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无为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经信局
奖补研发投入双
五十强奖补

收 益 相
关 300,000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
实施意见（芜政办【2020】19
号）

6 2021.11.10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无为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经信局
奖补省级高新技
术产品

收 益 相
关 40,000

无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修改构建创新体系打造产业
生态圈 6 个配套文件的通知
（政办〔2019〕4号）

7 2021.11.18 尚纬股份有
限公司

总部局转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
（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奖
励）

收 益 相
关 500,000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
做好 2021 年四川省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

8 2021.11.25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电线
电缆产品检测补
助

收 益 相
关 53,799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关于对新亚特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等 51 家企业检测
费用补助的公示和安徽宇测
线缆质检技术有限公司关于
组织申报 2020 年度电线电缆
产品检测费用补助资金的通
知（宇测字【2021】13号）

9 2021.11.26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经信局 2019 年
度优秀销售合同
奖补

收 益 相
关 599,000

无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实施意见 4 个配套文件的
通知（政办〔2019〕3 号）

10 2021.11.27 安徽尚纬电
缆有限公司

经信局 2020 年
技术改造项目奖
补

收 益 相
关 551,300

无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芜
湖 市 扶 持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2020-2021 年） 的通知芜政
〔2020〕46号

合计 / / / 2,530,567 /

注：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获得的政
府补助将对公司 2021年度利润产生正面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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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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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尚纬股份”）于近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寄达的《应诉

通知书》（2021）川民终 1344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上海燎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燎申”）将尚纬股份起诉至四川省乐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上海燎申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涉诉事项一审判决
胜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二、 收到应诉通知书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寄达的《应诉通知书》（2021）川民终 1344号，主要内容如下：
上海燎申不服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21）川 11民初 142号，向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院已受理上诉人上海燎申与被上诉人尚纬股份合同纠纷一案。
三、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1-025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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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2021年 11月 16日，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的相
关规定，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
中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华恒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 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内部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2）公示时间：2021年 11月 17日至 2021年 11月 28日
（3）公示方式：公司 OA 系统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若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反馈至公司监事会。

（5）公示结果：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3、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

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担
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4、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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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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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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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电腾路 6号新洁能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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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80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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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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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的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董事长朱

袁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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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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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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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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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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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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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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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5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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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6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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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7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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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9、 议案名称：2.08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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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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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1、 议案名称：2.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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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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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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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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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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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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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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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323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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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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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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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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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及定价原则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6 限售期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7 上市地点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8 募集资金用途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安排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
有效期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7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 年度）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9
《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10
《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3,214,923 99.9968 100 0.003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表决议案 1-11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 9-11，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实际控制人朱袁正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阚赢、张若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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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