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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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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13 号），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
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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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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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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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2799 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7）。

2021年 12月 3日，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通知书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
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近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将按照反馈意见要求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 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 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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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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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及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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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江钢琴”）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收到广

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印发的《广州市国资委关于拟转
让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穗国资函〔2021〕43号）。 广州市国资委拟将其直
接持有的公司 51.00%股份以无偿划拨方式转至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城投”）；将持有的公司 16.40%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至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日报》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8日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印发的《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将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1%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穗国资资本〔2021〕11
号）及《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 广州市国资委与广州城投已签署《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广州市
国资委将其持有公司的 51.00%股权（692,743,365 股） 无偿划转至广州城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暨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1日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印发的《广州市国资委关于拟转让广州珠江钢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项的告知函》（穗国资函〔2021〕54 号），广州市国资委与广州产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产投”）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广
州市国资委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将其持有公司的 16.40%股权（222,776,955 股）转至广州产投。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2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的《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二、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及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收到广州城投《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过户进

展情况告知函》（穗城投资本函〔2022〕18 号）及其转发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
（反执二审查决定〔2022〕35号）。 经审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广州城投收购珠江钢琴股权
案不予禁止，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已履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相关程序。

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及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和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过户进展情况告知函》（穗城投资本函

〔2022〕18号）
（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2〕35号）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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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拟出资与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迪策投资”）、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投控股”）、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集团”）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省湘江产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湘江产投”），湘江产投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拟
认缴 0.2亿元。本公司拟出资 9.8亿元，与湘江产投、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湘投控股、兴湘
集团、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出资方，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省湘江产业私募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湘江产业基金”）。

本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收到迪策投资的通知，湘江产投已经注册成立，核准登记名称为湖南
省湘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私募”）。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2）。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收到基金管理人湘江私募的通知，湘江产业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湖南省湘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湖南省湘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2年 01月 18日
备案编码：STJ613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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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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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2年 1月 19日发行完毕，相关

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2国泰君安 CP001 短期融资券期限 323D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210010 发行日 2022年 1月 18日
兑付日 2022年 12月 8日 起息日 2022年 1月 19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58%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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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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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至 12 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合同总额约为人民币

7,802.83亿元，同比增长 15.91%。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6,160.49 亿元，
同比增长 30.61%；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约为 1,642.34 亿元，同比减少 18.54%。 国内外水利电力
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3,103.81亿元。

除已公告的赣江下游尾闾综合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详见公司临 2021-077 号
公告）外，公司 2021年 12月中标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河北省邯郸市滏阳河（冀南新区段）河道整治二期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8.01

2 山西省忻州清凉湾温泉康养小镇 EPC项目 6.00
2021年 12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国内项目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沙滹沱片区（北山门口村）城市更新 EPC项目 45.45
2 吉林省敦化大沟河抽水蓄能电站及配套新能源项目 45.00

3 广东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2号线主体工程 12101标段施工合同
补充合同 44.96

4 广东省罗田水库-铁岗水库输水隧洞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42.94
5 G7611线西昌至香格里拉、西昌至宁南、会理至禄劝高速公路项目 39.40
6 福建省龙文发展商住开发、片区安置房及配套工程投融建一体化项目 38.72
7 四川省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项目 29.80
8 四川省渠县北城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26.08
9 山东省潍坊综合保税区北区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20.44
10 山东省肥城蓝城文旅康养综合体项目 16.50
11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厥水河东岸生态环境提升工程 PPP项目 15.43

12 广东省深圳机场三跑道扩建工程飞行区场道工程及其附属工程、 东区滑行道及联络道优化
工程场道工程、一跑道南绕滑工程场道工程及飞行区端联络道改造工程场道工程 15.11

13 河南省固始县白果冲水库及供水配套工程特许经营项目 15.01
14 云南省便民交通码头工程昭通市建设工程总承包（EPC） 11.04
15 甘肃省安北第一风电场一期（B区）200MW工程 EPC总承包合同 10.46

1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场外排渠改道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8.61
17 河北省中电建沙河册井 1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 8.60
18 广东省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主体工程施工总承包（重新招标） 7.50

19 广东省龙岗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2020年）———布吉供水有限公司
供水片区施工项目 7.49

20 云南省武定县万德村光伏发电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 6.83
21 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将军山火特风力发电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协议 6.73

22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东王集 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和唐河县毕店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EPC总承包项目 5.48

国外项目
23 巴基斯坦信德省锦屏地区 400MW绿氢项目（标段 2） 49.89
24 巴基斯坦信德省锦屏地区 400MW绿氢项目（标段 1） 47.55
25 伊拉克 1GW光伏电站项目 47.17
26 几内亚 SONAPI福利住房项目 46.66

27 赞比亚工程、设计、采购、运输、建设、安装、调试与试运行
163MW Lufubu级联电站交钥匙工程 33.32

28 印度尼西亚图阿瑞 2水电站项目 31.81
29 莫桑比克 Chongoene 港口建设项目 13.65
30 乌干达 Mutukula区域市场项目 11.49
31 加纳万格安垮索金矿项目 11.46
32 孟加拉国吉大港安瓦拉 100MW风电项目 11.34
33 安哥拉阿美里科医院修复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9.50
34 柬埔寨金边 25MW垃圾电站项目 9.41
35 刚果（金）迪兹瓦项目露天矿生产期采矿工程合同 8.66
36 肯尼亚布特大坝融资、设计和施工项目 8.20
37 津巴布韦萨维之星锂、钽、铌多金属矿项目 8.08
38 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南部风电项目 BOP与在岸合同 7.86
39 阿根廷胡胡伊高查瑞光伏区二期 200MW项目 7.63
40 巴基斯坦贾姆肖罗 130MW风光互补项目 6.72
41 巴瑞萨 307MW(净容量)燃煤电站项目电站运行和维护协议 6.46
42 塞内加尔桑贾拉经济特区及物流园开发项目 6.17
43 尼日利亚凯恩吉水电站 3、4号机组续建项目 5.31
44 贝宁阿波美卡拉维行政办公城建设项目 5.18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01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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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22年 1月 18日收到沁水县财政局下发的关于政府补助相关文件， 涉及金额 10,270.79万元，明
细如下：

单位：万元
与 资 产/收 益
相关 获得单位 项目内容 文件依据 收件时间 涉及金额 本期确认金

额

与收益
相关

山西蓝焰煤层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22年非常规天然气
省级财政奖补资金

沁财经字[2022]
1号 2022.1.18 3,053.18 -

2022年清洁能源发展
中央补助资金

沁财经字[2022]
2号 2022.1.18 7,217.61 -

合计 10,270.79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本次收到文件所涉及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

2.公司本次收到文件所涉及的政府补助为财政部门计划预拨 2022 年相关补贴，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及公司会计政策等要求，公司待上述补贴实际收到时将及时披露收款额度
和对损益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补贴的收款额度、时间和批次暂不确定，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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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2-006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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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333,33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限售期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2,993,75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24.64%，

限售期为 12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月 25日(星期二)。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69号），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3,333,334股，并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挂牌上市。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总股本为 70,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93,333,334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4,308,133 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9.6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25,201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0.38%。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
售的 883,395股限售股已于 2021年 7月 26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和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发行的股票在上海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1. 涉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 21名， 对应股份数量为 22,993,750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
24.64%。

2. 涉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 1名，为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聚石资管计划”），对应股份数量为 2,333,33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 2.50%。

上述限售股股东数量合计为 22 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5,327,0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4%，
限售期均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将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起上市流
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和战略配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持股比例 5%以上股东国民凯得承诺：
A. 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进一步规定，本

单位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B. 关于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本单位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
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3、减持方式：本单位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单位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

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5、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
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股东杨志高、邓三红、喻飞跃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清远市聚富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人未来依法发生任何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情形的，本人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增持或减持
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持股比例 5%以下其他股东承诺：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进一步规定，本

单位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四）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伍洋、周侃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

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2、自所持首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
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人同时将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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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有关规定。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五）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李世梅、蔡智勇、廖华利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公司股份；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
人持有的股份。

2、本人同时将遵守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其他有关规定。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六）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陈志钊、龚文幸、谢思正、朱红芳，李玲玉承诺：
1、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公司股份；自所持首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年内，每年转
让的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2、本人同时将遵守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其他有关规定。

（七）战略配售相关承诺
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个月，限

售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聚石化学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

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聚石化学本次部分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5,327,0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4%，限售期为 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月 2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4,900,000 5.25% 4,900,000 -

2 清远聚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2.68% 2,500,000 -

3 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33,333 2.50% 2,333,333 -

4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50,000 2.20% 2,050,000 -

5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2,037,500 2.18% 2,037,500 -

6 清远市聚富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
合伙) 1,511,250 1.62% 1,282,500 228,750

7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61% 1,500,000 -
8 安宁 1,400,000 1.50% 1,400,000 -
9 佛市顺德区锦福物业有限公司 1,350,000 1.45% 1,350,000 -

10 广东宝创共赢科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0 1.29% 1,200,000 -

11 广州中广源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0,000 1.23% 1,150,000 -

12 田静仁 1,062,500 1.14% 1,062,500 -
13 孙红霞 1,000,000 1.07% 1,000,000 -

14 北京德润嘉盛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800,000 0.86% 800,000 -

15 广州番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0.21% 200,000 -
16 奚旻昊 170,000 0.18% 170,000 -
17 陈锐彬 153,750 0.16% 153,750 -
18 郑全姝 25,000 0.03% 25,000 -
19 李世梅 93,750 0.10% 93,750 -
20 蔡智勇 93,750 0.10% 93,750 -
21 于树玲 12,500 0.01% 12,500 -
22 官耘 12,500 0.01% 12,500 -
合计 25,555,833 27.38% 25,327,083 228,75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2,993,750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2,333,333 12
合计 25,327,083 -

七、上网公告附件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989 证券简称：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2022-003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天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天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安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36,000,000股及 9,96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5,960,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天安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
公司股份 10,000,000股（含本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1.76%，占公司总股本的 6.61%。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中天安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万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 注明
限 售 类
型）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中天安 否 400 11.11% 2.64% 否 否 2022/1/18 2023/1/18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类
投资

合计 / 400 11.11% 2.64% / / / / / /

本次质押用途为股权类投资，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2.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 质 押
后质 押 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中天安 3,600 23.78% 600 1,000 27.78% 6.61% 1,000 100% / /
张安 996 6.58% / / / / / / 747 75%
合计 4,596 30.36% 600 1,000 21.76% 6.61% 1,000 100% 747 20.77%

注：中登系统中天安的股份全部为流通股，以上表格和中登系统保持一致。 另，本次公告日时点，
中登系统中中天安的流通股，中天安承诺只出售公告年份其股份的 25%。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关于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启动净值精度应急调整机制的公告

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发生大额赎回，
根据《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经与基金托
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1
年 1月 19日起对本基金当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保留 8 位小数，小数

点后第 9位四舍五入， 并依此进行当日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处理。 本基金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净值精度，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fund108.com）查询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及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信息，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108-108）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300681 证券简称：英搏尔 公告编号：2022-004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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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通知》（深证上审〔2022〕18 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
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156 股票简称：华升股份 编号：临 2022-001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日，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

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8,191,708.48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6,891,708.48元。 具体明细
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与收益 相关/与

资产相关
1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11,997.00 与收益相关
2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070,003.27 与收益相关
3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房产税 520,296.33 与收益相关
4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税 2,846,326.80 与收益相关
5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782,178.99 与收益相关

6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四批制造强省专项资
金 800,000.00 与资产相关

7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芦淞区科技和信息化研发补助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8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47,817.87 与收益相关

9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八批创新型省份专
项资金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0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助资金 716,500.00 与收益相关
11 长沙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收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60,232.32 与收益相关
12 长沙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收到房产税困难减免 110,975.90 与收益相关
13 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 2020年进博会专项补助 1,200.00 与收益相关
14 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 出口信用保险费用补助 131,400.00 与收益相关
15 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 跨境电商企业补助 1,500.00 与收益相关

16 湖南华升金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补
助 51,280.00 与收益相关

17 湖南华升金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强省专项补助 500,000.00 与资产相关

18 湖南华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付 2020 年长
沙市第一批认定高企研发经费
补贴

13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8,191,708.48
以上补助金均已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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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政府

补助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年度损益的影响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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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