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D11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三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致软件
股票代码：68859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22楼 2205B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2022年 1月 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
海新致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上市公司/公司 指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行为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点距”）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22楼 2205B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曼青

注册资本 3625.5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01765154W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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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年 6月 16日

经营期限 2014年 6月 16日-2034年 6月 15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上海点距 陈曼青 男 中国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安排需要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新致软件股票 9,101,056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999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继续
减持公司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律、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 9,429,556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04%。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2年 1月 1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32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047%。 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上海点距 集中竞价 2022年 1月 11日 328500 0.1804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点距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429,556 5.1804 9,101,056 4.9999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股票减持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档案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合伙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陈曼青
日期：2022 年 1 月 11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新致软件 股票代码 68859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22楼 2205B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9,429,556股
持股比例：5.180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328,500股
持股比例：0.18047%
变动后数量：9,101,056股
变动后比例：4.9999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章）：陈曼青

日期：202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2-002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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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点

距） 持有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9,101,056 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5.1804%减少至 4.99997%，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1日收到股东上海点距出具的《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点距”）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22楼 2205B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曼青
注册资本 3625.5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01765154W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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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年 6月 16日
经营期限 2014年 6月 16日-2034年 6月 15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2-1-11 人民币普通股 328,500 0.18047

合计 328,500 0.18047

备注：
1.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者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者限

制转让的情况。
2.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点距

持有股份 9,429,556 5.1804 9,101,056 4.99997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9,429,556 5.1804 9,101,056 4.99997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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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涉及信息披露义
务人需要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简称： 厦工股份
股票代码： 60081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通讯地址： 厦门市鹭江道 98号建设银行大厦
权益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2022 年 1月 11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 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厦工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上市公司、厦工股份 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于 2022 年 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月 10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
减持厦工股份股票 10,197,300股。 本次减持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
分行持股总数为 80,429,700股,占总股本的 4.5336%。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2、成立日期：2004 年 12月 30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鹭江道 98号建设银行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锋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8549914264
6、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7、经营期限：自 2004 年 12月 30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货币银行服务(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

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外汇
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
售汇；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
外信用卡付款；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办理总行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其他业务。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家财险、与贷款业务直接相关的财产
保险；长期寿险、健康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9、联系地址：厦门市鹭江道 98号建设银行大厦
10、联系电话：0592-215809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简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黄建锋 男 行长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厦工股份股票的行为，

是出于自身资金需求而作出的安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向厦工股份提交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拟自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厦工
股份股票总数不超过 17,740,944.8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厦工股份同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工股份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累计减
持厦工股份股票 10,197,300 股， 在上述减持计划剩余减持期间内尚可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7,543,644.8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仍将继续实施上述的减持计划。 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厦工
股份股票数量发生变化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则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厦工股份股票。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所持有厦工股份为其重整时资本公积转增股票以股抵债

取得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90,627,000股，占厦工股份总股本的 5.11%。 2022 年 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日期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厦工股份股票 10,197,300股，占厦工股份总股本的 0.5748%。 本次权益变动后，导致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4.5336%，低于厦工股份总股本的 5%。 以下为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册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

厦门建行 集中竞价方式 2022/01/07 ~2022/01/
10

3.59 元/股 ~3.60 元/
股 10,197,300 0.5748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上市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原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没有

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事项之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 月内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买卖厦工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

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法定代表人签章：黄建锋
签署日期：2022 年 1月 11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含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厦门市
股票简称 厦工股份 股票代码 60081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行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厦门市鹭江道 98号建设银行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R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90,627,000股 持股比例：5.108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10,197,300股
变动比例：0.5748%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80,429,700股
变动比例：4.533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否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 是□否□（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法定代表人签章：黄建锋

签署日期：2022�年 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0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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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工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收到公司股东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建行”）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厦门建行
因减持厦工股份股票导致其权益发生变动，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成立日期：2004 年 12月 30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鹭江道 98号建设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建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8549914264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货币银行服务(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

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
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
用卡付款；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办理总行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其他业务。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家财险、与贷款业务直接相关的财产保
险；长期寿险、健康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册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
比例（%）

厦门建行 集中竞价方式 2022/01/07 ~2022/01/
10 3.59元/股~3.60元/股 10,197,300 0.5748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册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厦门建行 无限售流通股 90,627,000 5.1084 80,429,700 4.5336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原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三）上述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厦门建行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

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查阅。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尚未完成，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

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0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26 证券简称：沪硅产业 公告编号：2022-002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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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新徕路 200号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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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普通股股东人数 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19,554,8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19,55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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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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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俞跃辉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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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执行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炜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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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449,841 99.8700 2,104,965 0.13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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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17,457,562 99.8705 2,094,194 0.1293 3,050 0.0002
3、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与 Soitec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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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19,163,592 99.9758 236,737 0.0146 154,477 0.0096
3.02、议案名称：关于与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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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19,150,470 99.9750 236,737 0.0146 167,599 0.0104
3.03、议案名称：关于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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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19,150,470 99.9750 236,737 0.0146 167,599 0.0104
3.04、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芯国际及其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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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19,150,470 99.9750 236,737 0.0146 167,599 0.0104

3.05、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集成电路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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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80,410,470 91.4084 236,737 0.0146 138,907,599 8.5770
3.06、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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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41,670,470 90.6035 236,737 0.0160 138,907,599 9.3805
3.07、议案名称：关于与江苏鑫华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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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19,166,642 99.9760 236,737 0.0146 151,427 0.009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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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延长公司 2021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限
的议案

64,656,341 96.8470 2,104,965 3.1530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

64,664,062 96.8585 2,094,194 3.1368 3,050 0.0047

3.01
关于与 Soitec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66,370,092 99.4140 236,737 0.3546 154,477 0.2314

3.02
关于与武汉新芯集成电
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66,356,970 99.3943 236,737 0.3546 167,599 0.2511

3.03
关于与长江存储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66,356,970 99.3943 236,737 0.3546 167,599 0.2511

3.04
关于与中芯国际及其子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66,356,970 99.3943 236,737 0.3546 167,599 0.2511

3.05
关于与上海集成电路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66,356,970 99.3943 236,737 0.3546 167,599 0.2511

3.06
关于与上海新微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66,356,970 99.3943 236,737 0.3546 167,599 0.2511

3.07
关于与江苏鑫华半导体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66,373,142 99.4185 236,737 0.3546 151,427 0.22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 1、2、3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06。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3.06，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廖晓云律师、丁含春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3681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3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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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向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冠”）增资 50,0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45,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江西永冠注册资本由 16,200 万
元增加至 21,200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2年 1月 4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8日及 2022年 1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
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19）及《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1）。

二、增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江西永冠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抚州市东乡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9591817863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毓成
注册资本：贰亿壹仟贰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 03 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12年 03 月 14 日至长期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渊山岗工业园
经营范围：胶粘制品、胶带原纸、胶带纱布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原

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销售；第一、二类医疗
器械生产及进出口业务；劳保用品生产及进出口业务；民用（非医用）口罩生产及进出口业务；熔喷布
生产及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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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资完成后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本 出资比例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200 100%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681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4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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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其下属全资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其下属全资公司
江西永冠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胶粘”）增资 30,0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计入新增注册
资本， 剩余 25,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江西胶粘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增加至 10,000 万
元。该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2年 1月 4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8日及 2022年 1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其下属全资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0）及《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二、增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江西胶粘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抚州市东乡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江西永冠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9MA398N584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敏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 06月 16日
营业期限：2020年 06月 16日至长期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渊山岗工业园杭州路 2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胶粘制品、胶带原纸、胶带纱布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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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资完成后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本 出资比例

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100%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2-003
证券代码：113615 证券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Cordoba�公司 San�Matias�铜 - 金 - 银项

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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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日前收到参股公司 Cordoba Minerals Corp.（简称

“Cordoba公司”）关于哥伦比亚 San Matias铜-金-银项目进展的通知，该项目 Alacran 铜金银矿预可行
性研究（简称“预可研”）已完成，并由独立的第三方 Nordmin Engineering Ltd.出具了预可行性研究报
告。

该预可研对 Alacran 的常规露天采矿作业和矿石处理过程以及主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详
细分析，主要分析结果如下：

1、 Alacran 铜金银矿床原矿石量约 102.1 百万吨，铜品位 0.41%、金品位 0.26 克/吨、银品位 2.30
克/吨。

2、 Alacran 铜金银矿体服务年限 13 年，露天开采日均处理矿石 22,000 吨，年平均产铜金属 68.8
百万磅，金金属 55 千盎司，银金属 386 千盎司；在生产的前 6 年，原生矿和混合矿中的铜、金、银的平
均品位预计分别为 0.61%, 0.29克/吨和 3.50克/吨。

3、 项目累计约回收铜 849百万磅、金 0.7百万盎司、银 4.7百万盎司，铜和贵金属精矿平均回收率
约为铜 92.5%，金 78.1%、银 62.9%。 铜精矿预计含有非常低的有害元素，如砷和铅。

4、铜的运营现金成本（C1）：平均每磅 2.59美元，扣除贵金属副产品销售收入后平均每磅 1.18美元。
5、 项目初始资本支出总额约为 4.349 亿美元，服务年限内资本支出（包括维持资金、回收和关闭

成本）总计约为 5.91亿美元。
6、 经济效益分析显示： 按照铜价 4.28 美元/磅， 金价 1,778 美元/盎司和银价 21.93 美元/盎司计

算，该项目预计税后净现值为 6.50亿美元（折现率 8%），内部收益率为 32.7%，回收期 2.4 年。
7、 Alacran矿床预计为当地政府贡献 1.904 亿美元矿权费及 5.142亿美元所得税。
8、此次预可研仅针对 San Matias铜-金-银项目内的Alacran矿床；Alacran矿床周边的Montiel East矿

床、Montiel West矿床和 Costa Azul矿床未纳入此次预可研报告范围，故其资源储量未进行更新。
Cordoba 公司是艾芬豪集团旗下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勘 探公司， 专注于勘探

和收购铜和黄金项目。 目前正在运作的 San Matias 铜-金- 银项目位于哥伦比亚的科尔多巴省，包括
Alacran 矿床、Montiel East 矿床、 Montiel West 矿床和 Costa Azul 矿床。公司目前持有 Cordoba 公司已
发行普通股的 19.995%。

有关上述预可研的具体内容可详见 Cordoba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其公司网站（www.
cordobaminerals.com.）发布的公告全文。

上述内容仅为预可研基于现时情况做出的估计，具体实施情况受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环境、运营
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其内容涉及的未来计划和预测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本公司对投资者任何实
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2-001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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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

人上海乾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乾刚”）合计持有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5,69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90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1年 7月 30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因股东自身资

金需求，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乾刚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1,929,46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乾刚发来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
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乾刚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919,6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本次减持计划剩余 9,770股将不再减持，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
人上海乾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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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檀英、上海乾
刚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697,000 5.905% IPO前取得：5,697,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檀英、上海乾刚 5,697,000 5.905%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乾
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均为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5,697,000 5.905%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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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上海檀英、
上海乾刚 1,919,690 1.99% 2021/8/23 ～2021/12/

29
集中
竞价
交易

45.79－53.15 96,150,398 未 完 成 ：
9,770股 3,777,310 3.9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股东上海檀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乾刚基于自身的发展计划和资金安排，经综合考虑，自愿提前

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312 证券简称：燕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2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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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邦凯路 9 号邦凯科技城

2号 C栋 3 楼好学厅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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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5,457,8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5,45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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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6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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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燕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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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邝先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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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53,213 99.9939 4,600 0.006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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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101,300 95.6563 4,600 4.343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梦玥、蔡嘉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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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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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核心技术人员侯永泰先

生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25%。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于 2021年 4 月 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1日披露了《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侯永泰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 个月内（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650,000 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3697%，减持价格将
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截至 2022年 1月 11日，侯永泰先生未减持。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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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永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6,000,000 3.4125% IPO前取得：6,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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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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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永泰 0 0% 2021/10/13 ～2022/1/
11

集中竞价交
易 0 -0 0 6,000,000 3.412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事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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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永泰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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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是侯永泰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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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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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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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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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政府补助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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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 2021年度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不包括自递延收
益转入的部分）如下：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种类 2021年度获得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地方财政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44,013,758.55 44,013,758.55
财政奖励等 2,503,344.40 2,503,344.40
合计 46,517,102.95 46,517,102.95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种类 2021年度获得金额 与资产相关

地方财政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7,500,000.00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合计 7,500,000.00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4,652 万元，公司按照有关会计准则将其列报为“其

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科目并计入公司 2021年度损益；上述金额占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经审计
净利润 4.3 亿元的 10.8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予以披露。

上述政府补助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750万元，计入“递延收益”科目。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