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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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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以现场与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7 名，实参
加表决监事 7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预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为规范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竞争，公司拟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对中国动力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由被增资
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2-002）。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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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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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以现场与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实参
加表决的董事 15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预（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为规范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竞争，公司拟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对中国动力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由被增资
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2-002）。

关联董事张英岱、季峻、赵宗波、王永良、柯王俊、林鸥、王琦、陆子友、陈忠前、向辉明已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及评估备案等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
开董事会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并依照法定程序召集公司股东大会及发布股东
大会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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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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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国船舶”）、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动力”） 拟通过以各自持有的柴油机动力业务相关公司股权共同对中国动力新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新设公司”）增资，并由新设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船重工集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方式，规范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
竞争。

● 本次交易前，中国动力拟以现金设立全资子公司。 新设公司设立完成后，本公司拟以持
有的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动力集团”）63.77%股权对该新设公司增资；中
船工业集团拟以持有的中船动力集团 36.23%股权对该新设公司增资； 中国动力拟以持有的河
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柴重工”）98.26%股权、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陕柴重工”）100%股权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股权（以下简称“中国船
柴”）100%股权对该新设公司增资；该新设公司拟以现金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 1.74%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设公司成为从事柴油机动力业务的合资公司，中国动力拥有合资
公司控股权，本公司和中船工业集团持有合资公司参股权。 合资公司拥有中船动力集团、河柴
重工、陕柴重工、中国船柴 100%股权。

● 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动力均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用于增资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预计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包括有权国资监管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批准、中国动力股东大会批

准等在内的审批程序。 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由于标的资产相关审计、评估尚未完成，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预估作价暂未确定。 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最终的财务数据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由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 公司将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出具后予以披露。 本公告中披露的标的资产的财务数据等
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内容
本公司拟通过与中船工业集团、 中国动力共同对中国动力新设公司增资并且由该新设公

司向中船重工集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解决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竞争问题。 具体交易路
径如下：

1、中国动力以适量现金设立全资子公司。
2、中国动力以持有的中国船柴 100%股权、陕柴重工 100%股权、河柴重工 98.26%股权对新

设公司增资；中船工业集团以持有的中船动力集团 36.23%股权对新设公司增资；中国船舶以持
有的中船动力集团 63.77%股权对新设公司增资。 新设公司以现金收购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
柴重工 1.74%股权。

交易完成后，该新设公司成为从事柴油机动力业务的合资公司。 中国动力持有合资公司控
股权，中船工业集团及本公司持有合资公司参股权。合资公司持有中国船柴、陕柴重工、河柴重
工、中船动力集团 100%股权。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及交易各方在合资公司中的具体出资比例将以出资各方用于增资的
标的资产最终经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出资各方协商确定。 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
1.74%股权的交易价格以最终经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船工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
团、中国动力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控制
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
待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出具后，本次交易须履行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评估备案程序并再次

提交本公司及中国动力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须取得有权国资监管单位和国防科工相关监
管部门批准、本公司及中国动力股东大会的批准、中船工业集团及中船重工集团履行完毕其内
部决策程序等。

（三）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初步测算， 本公司用于增资的标的资产相关财务指标占公司同期合并财务报表相应指

标比例均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本次交
易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船工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

团、中国动力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控制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一）中船工业集团
中船工业集团是在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中央直属特

大型国有企业。 2019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2021 年 10 月中船工业
集团 100%股权划转入中国船舶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

中船工业集团控股股东为中国船舶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中船工业集团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24478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雷凡培

成立日期 1999 年 6 月 29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

（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二 ）承担
武器装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设计 、生产 、销售、维修服务业务 。 （三 ）船舶 、海洋工程
以及海洋运输 、海洋开发 、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 、设计 、制造 、修理 、租赁 、管理业务 。
（四）大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产品的研发 、设计 、制造 、修理 、
租赁、管理业务 。 （五）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内贸易 （国家专项规定除外 ）。
（六）成套设备仓储物流 ，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 、开发和投资管理 ，船舶租赁业务 ，
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 。 （七 ）勘察设计 、工程承包 、工程建设 、建筑安装 、工程监理业
务，军用 、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业务 ，技术培训
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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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船工业集团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中船工业集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2021.9.30 2020 年/2020.12.31
资产总计 35,218,222.42 34,509,118.90
负债合计 23,731,942.28 22,788,650.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752,597.41 8,020,099.58
营业总收入 8,583,070.28 11,144,339.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5,418.53 585,710.24

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中船重工集团
中船重工集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造修船及船舶装备制造集团之一。 2019 年 10 月，经国务

院批准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
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2021 年 10 月中船重工集团 100%股权划转入中国船舶集团
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

中船重工集团控股股东为中国船舶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中船重工集团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46X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6,3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雷凡培

成立日期 1999 年 6 月 29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经营范围

以舰船等海洋防务装备、水下攻防装备及其配套装备为主的各类军品科研生产经营
服务和军品贸易；船舶、海洋工程等民用海洋装备及其配套设备设计 、制造 、销售 、改
装与维修 ；动力机电装备 、智能装备、电子信息 、环境工程、新材料以及其它民用和工
业用装备的研发 、设计 、制造及其销售 、维修 、服务 、投资 ；组织子企业开展核动力及
涉核装备、新能源 、医疗健康设备的研发 、设计 、制造及其销售 、维修 、服务 、投资 ；组
织子企业开展金融、证券 、保险 、租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 ；船用技术 、设备转化为其
它领域技术 、设备的技术开发 ；工程勘察设计 、承包 、施工 、设备安装 、监理 ；资本投
资 、经营管理 ；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 ；物流与物资贸易 ；物业管
理；进出口业务；国际工程承包。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船重工集团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中船重工集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2021.9.30 2020 年/2020.12.31
资产总计 54,291,130.96 53,446,770.18
负债合计 29,106,420.74 29,539,911.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455,976.57 16,474,491.00
营业总收入 16,960,979.59 22,332,741.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6,906.41 800,358.71

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中国动力
中国动力是中国船舶集团下属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为

600482，经营范围涵盖燃气动力、蒸汽动力、柴油机动力、综合电力、化学动力、热气机动力、核
动力（设备）等七大动力业务及机电配套业务，为集高端动力装备研发、制造、系统集成、销售及
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动力需求解决方案供应商。

中国动力的控股股东为中船重工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中国船舶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
院国资委。 中国动力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6007109266097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总股本 2,160,682,115 股

法定代表人 周宗子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13 日

注册地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东路 3 号开发区管委会 5 楼 520 室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

经营范围

内燃机及配件的制造、研发 、维修、安装、租赁、技术服务；汽轮机及零件 、燃气轮机及
零件的制造 、研发 、维修 、安装 、租赁 、技术服务 ；蓄电池开发 、研制 、生产 、销售 ；蓄电
池零配件 、材料的生产 、销售 ；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的研究 、制造 、销售 ，并提供锂离
子电池及其材料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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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国动力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注：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重工，股票代码：601989.SH）为中船重工
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中船重工集团直接持有中国重工 34.53%的股
份，并通过其下属企业以及中船工业集团合计控制中国重工 47.63%的股份。

中国动力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2021.9.30 2020 年/2020.12.31
资产总计 6,176,784.46 5,874,468.90
负债合计 2,486,303.61 2,219,36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611,202.04 3,578,259.77
营业总收入 1,982,757.95 2,701,418.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770.17 54,285.70

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交易各方拟用于增资 / 转让的标的资产情况如下：

增资方 /转让方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动力

中国船柴 100.00%
陕柴重工 100.00%
河柴重工 98.26%

中船工业集团 中船动力集团 36.23%
中国船舶 中船动力集团 63.77%
中船重工集团 河柴重工 1.74%

（一）中国船柴
1、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70211MA3DKDQ98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德林

成立日期 2017 年 4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4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东路 501 号

经营范围

船用主机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设备的设计、生产 、测试、销售及售后服务 ;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石油化工设备、汽轮机及辅机、风能原动设备 、水泥机械及其零
部件和相关设备设计 、生产、测试 、销售及售后服务 ;金属结构件 、铸锻毛坯及机加工制
造 ;货物进出口业务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 ;货物装卸、仓储 、物流服务 (不含冷库 、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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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国船柴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动力 550,000.00 100.00%
合计 550,000.00 100.00%

3、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中国船柴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总资产 768,107.45 733,152.35 758,246.95

总负债 276,362.71 243,583.79 272,225.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91,744.74 489,568.55 486,021.20

利润表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6,415.06 230,062.98 221,655.03

营业利润 1,163.22 -7,388.91 2,633.30

利润总额 2,251.52 2,476.30 10,462.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246.85 1,866.72 4,818.67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12.51 -12,402.78 -29,952.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9.71 -10,136.31 -7,375.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8.02 14,132.20 35,720.5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417.44 -8,845.59 -1,129.10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业务情况
中国船柴主要从事柴油机动力业务，具体业务包括船用柴油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

服务。 中国船柴是国内一流的大功率船用低速柴油机研制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各系列低速柴油
机，以及满足排放要求的废气后处理解决方案，应用于散货船、集装箱船、油轮、化学品船、多用
途船、LNG 船、LPG 船、滚装船，以及各种 7000T 以上船舶。

5、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国船柴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中国动力所持有的中国船柴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6、最近 12 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前 12 个月内，中国船柴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二）陕柴重工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

注册地点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西城办

法定代表人 赵同宾

注册资本 187,622.72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55231771E

经营范围

船舶内燃机、内燃发电机组 、内燃机及配件的研制 、生产 、技术咨询 、维修 、销售 、服
务 ；机电设备及造纸、石油、煤矿 、冶金 、电力 、化工机械的设计 、制造 、安装 、技术咨
询 、销售 、服务和冷热加工；铸造材料的设计 、研制 、生产 、技术咨询 、销售 、服务 ；铸
造技术咨询 、服务及检测业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
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电设备、仪器仪表 、备品备件、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开展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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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陕柴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动力 187,622.72 100.00%
合计 187,622.72 100.00%

3、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陕柴重工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总资产 516,309.26 514,296.71 476,147.18
总负债 205,465.03 206,182.28 159,832.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10,511.34 307,778.04 316,035.48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108,218.15 132,861.64 143,418.53
营业利润 2,833.88 -8,924.09 7,988.31
利润总额 2,765.03 -9,099.82 6,956.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754.87 -8,681.88 6,493.15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5.45 1,877.34 32,112.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4.87 528.82 -1,287.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28.82 -10,548.44 7,108.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759.14 -8,142.28 37,933.40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业务情况
陕柴重工是国内主要的中高速大功率船用柴油机专业制造商和柴油发电机组成套供应

商 。 陕柴重工主要生产多种型号的柴油机。 柴油机缸径范围 160-400mm、 转速范围
500-1500rpm、功率范围 500-12000kW；此外生产 450-10000kW 柴油发电机组。 公司产品广泛应
用于军船主机、民船主辅机、核应急发电机组、陆用电站、海洋工程等领域。

5、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陕柴重工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中国动力所持有的陕柴重工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6、最近 12 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前 12 个月内，陕柴重工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三）河柴重工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6634395595
法定代表人 刘文斌

注册资本 122,905.8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173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173 号

营业范围

内燃机及配件的研制和销售；电器机械及器材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金属材料及制品 、塑料
门窗及制品、金属工具、金属加工机械 、通用零部件的制造 ，销售 ；金属表面热处理及加工 ；
金属、有色金属锻压加工；金属铸件、机械产品铸件的生产 、销售 ；技术贸易；技术服务 ；从事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应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 ）；房屋租赁。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河柴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动力 120,770.00 98.26%
中船重工集团 2,135.88 1.74%
合计 122,905.88 100%

3、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河柴重工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计 442,859.54 436,687.95 404,324.84
负债合计 241,960.92 238,297.92 204,296.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0,898.63 198,390.02 200,027.91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总收入 57,879.73 109,057.30 109,034.76
营业利润 2,665.39 -773.15 4,106.86
利润总额 2,646.25 -657.68 4,220.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479.89 -1,416.55 3,880.59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9 -11,951.61 -25,960.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82 -3,281.60 -2,999.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6.37 -4,079.51 17,191.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51.56 -19,311.33 -11,777.09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业务情况
河柴重工主要业务领域包括柴油机及成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河柴重工

是国内中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的研制生产基地，具备从大功率高速内燃机产品设计、工艺研究到
内燃机及其成套装置生产、检测、试验等较为完善的产品开发及生产能力。

5、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河柴重工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中国动力及中船重工集团所持有的河柴重工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6、最近 12 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前 12 个月内，河柴重工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四）中船动力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 中船动力（集团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MA1HBFUKX6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琤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2070 年 11 月 26 日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1333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一 ）通用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船用动力设备及其零部件 ），发动机及
发电机组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机械电气设备 、隧道施工专用机械 、锻件和金属结构的
设计、制作 、销售 、安装、维修、租赁及相关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
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 ，有色金属铸造 、黑色金属铸造 ；（二 ）船用配套设备 、润
滑油 、化工产品及其原料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三 ）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四 ）机械设备租
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五）计量服务 ；（六）装卸搬运 、港口经营 （限分支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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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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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船动力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工业集团 188,396 36.23%
中国船舶 331,604 63.77%
合计 520,000 100.00%

3、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中船动力集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9.30 2020.12.31
总资产 1,468,330.26 1,464,424.18
总负债 641,086.78 639,253.2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763,456.34 761,410.47
利润表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435,122.61 -
营业利润 -429.32 -77.39
利润总额 1,658.04 -77.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377.24 -77.39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56.39 -82.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52.00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87.43 312,958.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219.30 312,876.43

注：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业务情况
中船动力集团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大功率中、低速柴油机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中

船动力集团是国内一流动力企业集团，可以研发制造船用中、低速柴油机、气体机及双燃料机
等，形成了研发、制造、配套、服务的全产业链能力。 中船动力集团低速机主要用于远洋船舶主
动力推进；中速机主要用于远洋船舶发电机组、内河沿海船舶或特种船舶主推进或发电机组以
及陆用电站等。

5、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船动力集团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注：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船防务，股票代码：600685.SH/0317.
HK）为中船工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船投资）为中船工业集
团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及中船工业集团所持有的中船动力集团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6、最近 12 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前 12 个月内，中船动力集团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五）中船动力集团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更。

（六）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

之国资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由于标的资产相关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预估作价

暂未确定。 本公司将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出具后予以披露。 本公告中披露的标的资产的财务
数据等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1 月 11 日，本公司和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动力签署了《增资及股权

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方
增资方：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
中国动力以持有的河柴重工 98.26%股权、中国船柴 100%股权、陕柴重工 100%股权对新设

公司增资；中船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分别以其持有的中船动力集团 36.23%股权、63.77%股权对
新设公司增资。 同时，新设公司以现金收购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 1.74%股权。 本次交
易完成后，新设公司成为从事柴油机动力业务的合资公司，中国动力持有合资公司控股权，中
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持有合资公司参股权；合资公司持有河柴重工、陕柴重工、中国船柴、中
船动力集团 100%股权。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及

交易价格均尚未确定。 各方同意在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备案后以经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 1.74%
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及交易各方在合资公司中的具体出资比例，并签署正式的
《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予以确认。

（四）过渡期安排
1、除经交易各方事先书面同意或于正式《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交易各方已

明确知晓的事项外，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的各方面应保持稳定，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在过渡期内，交易各方应对标的资产履行善良管理义务，确保标的资产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情况；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资产；不从事非正常的导致标的资产的资产价值减损的行
为。

3、各方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期间损益由增资方 / 转让方享有和承担。 各方同意于交
割日月末对标的资产开展专项审计，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审计机构出具的
《专项审计报告》确定上述期间损益变动的具体金额；各方应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完成期间损益的支付。

（五）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增资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项下之义务或

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协议；违约方应依协议约
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
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因受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限制，或因各方内部决策机构未
能审议通过，或因国家有权部门未能批准 / 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方案全部或部分不能实
施，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六）协议成立、生效、变更及终止
1、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2、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即应生效：
（1）本次交易经中国动力、中国船舶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就本次交易完成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
（3）《评估报告》经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备案；
（4）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军工事项；
（5）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3、变更
协议的变更需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4、终止
（1）协议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在生效前终止。
（2）本次交易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各方以外的其他客观原因而不能实施。
五、本次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联合重组前， 公司和中国动力下属柴油机动力业务均独立

发展，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联合重组后，公司与中国动力均成
为中国船舶集团控制的下属上市公司，在柴油机动力业务领域形成了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交易，中国船舶集团下属柴油机动力业务将统一整合并入中国动力。 中船动力集
团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通过参股新设公司间接享有柴油机动力相关业务未来
发展的经营收益，有利于明确中国船舶、中国动力两家上市公司主业定位。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出具后，本次
交易需再次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届时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就本次交易对公司其他影响（如
涉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规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与权利，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认真审核，经审慎分析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已提前向我们提供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预（议）案
并已征得我们的事前认可。

2、公司已按照关联交易程序审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本次交易有利于规范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的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竞
争，有利于明确公司、中国动力两家上市公司主业定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将以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备案的标的资
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

进行了审议。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有利于规范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的柴油机动力业务同业竞

争，有利于明确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上市公司主业定位；本次交易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将以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
国资管理机构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交易定价公允，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与本预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届时公司关联董
事需回避表决。

八、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2 年 1 月 11 日，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
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出具后，
本次交易需再次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尚需有权之国资管
理机构评估备案。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资有权机关的批准。

（三）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行使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九、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风险
由于本次交易方案须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 可能

导致本次交易被迫暂停、中止或取消。
（二）本次交易审批的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包括：
1、中国动力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2、中国船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与审批程序；
4、国防科工局完成对本次交易的军工事项审查批复及豁免信息披露批复；
5、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6、中国动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7、中国船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8、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在取得上述全部批准前，上市公司无法实施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

门的批准、核准或同意，以及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准、核准或同意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审计、评估尚未完成及财务数据使用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预估值及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作价，将根据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之国资管
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基础，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将提交公司召开董事会另行审议和披
露。 标的资产经审计财务数据可能与目前披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本次交易后续业务整合与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整合柴油机动力业务能否顺利实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如果

整合不成功，可能对公司参股新设公司及下属柴油机动力业务的未来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提醒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本次交易方案调整风险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仅为本次交易的初步方案，本次交易方案存在

因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等原因而需要调整的风险。
（六）标的资产业绩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营情况受宏观经济波动、国际航运贸易景气度、下游市场需求等因素

影响。若本次交易过程中和本次交易完成后，面临的市场环境趋于严峻、行业竞争加剧，标的资
产及新设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合资公司与上市公司业务亦可能存在无法发挥
协同优势的风险。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股价波动风险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经

济政策调整、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各种不可预测因素
的影响，从而使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值。除此之外，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国家宏观经
济政策的制定、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和投资者预期等各方面因素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 本次
交易的实施完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提请投
资者注意本次交易中股票价格波动导致的投资风险。

（八）不可抗力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疫情、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十、需要特别说明的类别相关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动力均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等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及本次交易

前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关联方：中船工业集团。
关联交易总金额：12.047 亿元。
关联交易事项：
1、公司全资子公司放弃对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1）交易情况：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放弃对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船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放弃对其同比例增资。

（2）交易金额：5.92 亿元。
（3）进展情况：已完成。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增资入股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事项
（1）交易情况：2021 年 6 月，经资产评估并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该评估报告备案，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船国际增资 86,694,099.02 元入股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 10.74%。

（2）交易金额：8,669.41 万元。
（3）进展情况：已完成。
3、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放弃对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1）交易情况：2021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所属子公司放弃对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
股东中船工业集团向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邮轮”）增资人民币 23.8� 亿
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和控股子公司广船国
际放弃对其同比例增资权。 交易完成后，中船工业集团对中船邮轮的持股比例为 91.94%，外高
桥造船持有中船邮轮的股权比例为 7.13%，广船国际持有中船邮轮的股权比例为 0.31%。

（2）交易金额：4.96 亿元。
（3）进展情况：已完成。
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股中国船舶集团海舟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事项。
（1）交易情况：2021 年 12 月，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与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船舶

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01 研究所等 7 家单位共同出资，设立中国
船舶集团海舟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2）交易金额：3,000.00 万元。
（3）进展情况：已完成。
十一、上网及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五）《增资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242� � � � � � � � 证券简称：ST 中昌 公告编号：2022-003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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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五莲云克”） 持有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38,653,8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6%；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五莲云克持有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27,307,1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8%。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五莲云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共 4,711,7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共 6,635,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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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

5%以 上 非 第 一 大
股东 38,653,846 8.46%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取 得 ：

38,653,846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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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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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莲云 克
网络科技
中心 （有
限合伙 ）

4,711,724 1.03% 2021/7/29 ～
2022/1/7

集中
竞价
交易

2.29 －
2.66 13,426,713.08

未 完 成 ：
4,421,578
股

27,307,122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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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1/12

证券代码：600749�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2-003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

审查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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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27 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本次交易的终
止协议，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文件。 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2021-102 号）。

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
书》（[2022]6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有关规
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36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2-003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延期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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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微电子”）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池业务相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2]000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6

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逐项分析和讨论，并对

问题回复所涉及的事项进行核实与整理。鉴于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资料，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在原来上交所要求公司
最晚回复期限的基础上延期不超过 5 个交易日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354� � �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编号：临 2022-004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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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现对公告附件刘兴斌先生简历“大学专科学历”内容更正为“研究生学历（区
域经济开发史专业）”。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 � � �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1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 √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70,000 万元–90,000 万元
盈利：23,62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96.36% - 281.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70,000 万元–90,000 万元
盈利：24,47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5.96% - 267.6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03 元 /股–1.33 元 /股 盈利：0.34 元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
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原因：（一） 型号采购景气叠加国产替代需求带动特种集成电路订单实现稳

步增长，公司特种芯片业务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二）公司化工板块业务处于行业产业链景气
周期，现金流充沛，为公司持续贡献业绩。

四、风险提示
上述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进行的初步核算， 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公司 2021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