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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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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黄金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 1,694,069,2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696%。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509,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917%，本次解除质押后，黄金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质押
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黄金集团的通知， 获悉其将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黄金集团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2017 年 9 月 25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000股、160,000,000股，累计 260,000,000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经公司 2018年及 2019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8 年、2019 年每年转股比例为每 10 股转 4 股），上
述质押股份数变更为 509,600,000股。 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年 1月 21日、2017年 9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01、临 2017-063）。

近日，黄金集团将上述 509,600,000 股质押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公司已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4月 11日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押股份(股) 509,600,000

占所持股份比例 30.08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3917%

解质时间 2022年 4月 8日

持股数量 1,694,069,251

持股比例 37.869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占所持股份比例 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0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目前没有再次进行质押融资的计划。
二、 控股股东累计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黄金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694,069,2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696%；黄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39,142,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834%，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黄金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509,60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30.0814%，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917% 。 本次办理完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后，黄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
份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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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初步测算，预计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15 亿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增加约 6.44 亿元，同比实现扭亏
为盈。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约为 3.38 亿
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增加约 6.55亿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初步测算，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实现扭亏为盈，预计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15亿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增加约 6.44亿元。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实现

扭亏为盈，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3.38亿元， 与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后）相比增加约 6.55亿元。

上述数据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息约 0.74 亿元，
扣除永续债利息后，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41亿元。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年 10月 3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完成收购山东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山东莱州鲁地金矿有限公司 100%股权、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山东地矿来
金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45%股权的交割，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经追溯调整后，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17亿元。

（二）每股收益：-0.07元（追溯调整后）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公司所属山东省内矿山自 2021年 2月初开展安全检查，导致产能受到较大影响，公司 2021 年第

一季度出现亏损。 面对上述情形，公司强化战略规划引领，成立 12 个重点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复工达
产，全面加强精益管理，加快推进资源整合，从严抓好安全环保，高效推动改革创新，收效明显。 公司所
属矿山自 2021年下半年起，黄金产量逐步提升。 进入 2022年，公司继续充分发挥专班工作机制作用，
强化工作目标导向和质量导向，随着产能的恢复，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盈利能力增强。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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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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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2021年 7月 23日，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信托”或“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与安信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之债务和解协议》。 安信信托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转让持有的中信银行（国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银国际”）3.4%股权、安信信托持有的“华安资产-信盛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全部
收益权（不含该部分收益权于偿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资产）、安信信托持有的“国海成长一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全部收益权（不含该部分收益权于偿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资产）、安信信托持有
的”国海成长二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全部收益权（不含该部分收益权于偿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
资产）、安信信托持有的“中铁信托-传化股份 2号单一资金信托”全部受益权（不含该部分受益权于偿
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资产）、安信信托持有的“华安资产-怀瑾抱钰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全部
收益权的 50%（不含该部分收益权于偿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资产）、安信信托持有的“渤海信托·
平安渤海 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全部受益权（不含该部分受益权于偿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资
产）、安信信托持有的“渤海信托·海盈（三十六期）指定用途单一资金信托”的全部受益权（不含该部分
受益权于偿债确认日对应的底层现金资产） 以及安信信托持有的湖南大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金
为 4,000万元的质押贷款的债权以及 8亿元以偿还待和解债务（包括本金 3,278,360,350.77 元及对应
利息、罚息、资金成本、其他费用等）（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或“本次交易”，相应资产简称“标

的资产”或“置出资产”）。
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1年 12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上述会议及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
大资产重组》等规定，重组方案在完成相关审批、核准、注册程序之日起 60 日内未实施完毕的，上市公
司应当于期满后及时披露重组实施情况公告，并在实施完毕前每 30日披露一次进展情况。 根据规定，
公司前期披露了《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8、临 2022-014）。

二、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工作安排
1.对于信银国际 3.4%股权的交易，待信银国际完成相应决策程序及获得香港监管部门批复（如

需）后，公司将尽快完成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完成资产交割。
2.就本次交易中存在权利限制情形的置出资产，待查封冻结机构解除权利限制后，公司将尽快完

成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完成资产交割。
3.对于其他不存在权利限制的标的资产，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手方协商办理相关资产交割手续。
三、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为保证公平的信息披露，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同时，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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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3366 2022 年 4 月 1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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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
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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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8 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盛制药”）与 DAVITA

CHINA PTE.LTD（以下简称“德维塔公司”）、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骏
医疗”）、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莱健康”）、长沙瑞健健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瑞健健康”）、长沙佰骏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佰骏”）就德维塔公司向长
沙佰骏发放第一笔借款（美元 31,502,512.33元，或等值于人民币 2亿元）的事项签订了《第一笔放款确
认函》；

●2022年 4月 11日，长沙佰骏收到德维塔公司发放的第一笔借款，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提款净
额为美元 30,727,304.58元；

●风险提示：目前，公司转让佰骏医疗部分股权暨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的后续各环节仍存在不确
定性，相关风险详见公司 2021-054、060号公告中所述，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转让佰骏医疗部分股权暨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署《第一笔放款确认函》
长沙佰骏于 2022年 4月 8日向德维塔公司发出提款申请表（以下简称“第一次提款”），载明的提

款日为 2022年 4月 11日，提款金额为美元 31,502,512.33元（等值于人民币 2亿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8 日，根据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可转债协议》约定的放款先决条件已

原则上得到满足，但仍有部分程序性或行政上需进一步完成的事项暂未完成。 鉴于此，各方为了顺利
推进德维塔公司第一笔放款事宜，对《股权转让协议》、《可转债协议》相关约定做出进一步确认，包括
合规审计、长沙佰骏净资产需经专业机构审计且审计后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2.50亿元、尽职调查费用的
支付等。

二、 借款到账情况
2022年 4月 11日，长沙佰骏收到德维塔公司发放的第一笔借款，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提款净额

为美元 30,727,304.58元。
三、 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后续将按照《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的约定，督促佰骏医疗按期归还公司借款。 此外，经德维

塔公司选定并由佰骏医疗聘任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开始对下属医院的合并医疗业务息税折旧
摊销前利润（EBITDA）进行审计，相关工作暂未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佰骏医疗尚未对长沙佰骏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但目前已将部分控股子公司
的股权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转入长沙佰骏。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转让佰骏医疗部分股权暨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的后续各环节仍存在不确定性， 相关风

险详见公司 2021-054、060号公告中所述，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2-020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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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1,463,664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4月 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棵树”或“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
（一）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7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8,188,331股。
（二）股份登记时间及锁定期安排
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
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结束
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洪杰先生所认购的 11,463,664 股（含权益分派
转增后股份）。 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即本次解除限售的 11,463,664股将于 2022年 4月 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 1月 6日， 公司完成了对 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工作，共注销 20,774 股，公司总股本由 268,904,692 股变更为 268,883,91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8,188,33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60,695,587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完成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以公司总股本 268,883,918 股为基
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7 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 共计转增
107,553,568 股， 公司总股本由 268,883,918 股变更为 376,437,486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1,463,66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64,973,822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 月 4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1,463,664股（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64,973,82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洪杰先生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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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3、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1,463,66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4月 18日；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申请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洪杰 11,463,664 3.05% 11,463,664 0
合计 11,463,664 3.05% 11,463,664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1,463,664 -11,463,664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463,664 -11,463,664 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364,973,822 11,463,664 376,437,48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4,973,822 11,463,664 376,437,486

股份总额 376,437,486 - 376,437,486
八、上网公告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3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重大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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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销售合同
● 合同金额：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可科技”）于 2022 年 4 月 9 日

收到 SK On通过竞标系统生成的合同，并于 2022年 4月 11日签章认可。 合同项目为匈牙利夹具机、
充放电机 1-12 线，金额 6,178.81 万美元（不含税），盐城夹具机、充放电机 1-12 线，金额 33,700.13 万
元人民币(不含税)。

● 合同生效条件：自竞标系统生成并经公司签章认可后生效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合同履行顺利，预计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及影响时间将视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定。
● 风险提示
1、供应风险：公司现阶段具备该订单生产能力，但如国内疫情发生重大变化或由于其他不可抗力

因素，导致无法按期交货，则可能导致公司交货违约，或合同终止并承担相关损失。
2、物流运输风险：如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如期发货或送达，如严重

影响货物交付，可能导致公司交货违约，或合同终止并承担相关损失。
3、质量风险：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个别产品有可能产生质量问题，引发更换、维修，该风险可

能导致买方退货、终止合同，公司将需承担相关损失。
4、应收账款回收风险：SK On 为韩国主要的石油化学公司 SK Innovation Co.,Ltd.旗下子公司，拥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但由于合同金额较大，不排除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收到 SK On 通过竞标系统生成的合同， 并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签章认

可。 合同项目为匈牙利夹具机、充放电机 1-12线，金额 6,178.81万美元（不含税），盐城夹具机、充放电
机 1-12线，金额 33,700.13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上述订单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范畴，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SK On
2、成立日期：2021年 10月 1日
3、法定代表人：池东燮
4、住所或主要办公地点：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 26

5、主营业务：以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及 High-Nickel技术为基础,向全球市场提供优质电池。
6、控股股东：SK Innovation Co.,Ltd.
7、公司与 SK On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交易往来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收入（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
2019年度 8,028.10 6.11%
2020年度 11,014.22 7.38%
2021年度 9,385.61 3.73%

注：2021年度销售收入及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未经审计。
8、SK On为韩国主要的石油化学公司 SK Innovation Co.,Ltd.旗下子公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信誉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主要条款
1、本次合同金额：匈牙利夹具机、充放电机 1-12 线，合同金额 6,178.81 万美元（不含税），盐城夹

具机、充放电机 1-12线，合同金额 33,700.13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2、本合同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电汇，合同签订后支付 30%，发货后支付 60%，验收后支付

10%；
3、本次合同的履行地点：匈牙利境内及中国盐城；
4、本次合同的生效时间：自竞标系统生成并经公司签章认可后生效。
四、交易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本次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的全球业务

拓展，增强公司在海外特别是欧洲的知名度，提高公司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及影响时间将视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定。

2、本次交易订单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对 SK On形成业务依赖。
五、交易履行的风险分析
1、供应风险：公司现阶段具备该订单生产能力，但如国内疫情发生重大变化或由于其他不可抗力

因素，导致无法按期交货，则可能导致公司交货违约，或合同终止并承担相关损失。
2、物流运输风险：如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如期发货或送达，如严重

影响货物交付，可能导致公司交货违约，或合同终止并承担相关损失。
3、质量风险：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个别产品有可能产生质量问题，引发更换、维修，该风险可

能导致买方退货、终止合同，公司将需承担相关损失。
4、应收账款回收风险：SK On 为韩国主要的石油化学公司 SK Innovation Co.,Ltd.旗下子公司，拥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但由于合同金额较大，不排除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2-023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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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张霞女士提交的辞职报
告，其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予以办理。

在此，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霞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及规范治理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03208 证券简称：江山欧派 公告编号：2022-014
债券代码：113625 债券简称：江山转债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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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江山支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7,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2022年 04月 08日-2022年 06月 07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所使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84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

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5.8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21
年 6月 11日公开发行了 58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共计募集资金 5.83 亿元，坐扣承
销和保荐费用 600.00万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57,700.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1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1〕315号）。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重庆江山欧派门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万套木门项目 75,800.00 42,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6,300.00
合计 93,800.00 58,300.00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人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建设银行江山
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
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
构性存款

7,000 1.50-3.70 2022.04.08-
2022.06.07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单位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

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发行主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代码 33068612720220408001
认购金额 7,000万元
产品起息日 2022年 04月 08日
产品到期日 2022年 06月 07日
产品预期收益率 1.50%-3.7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中国建设银行内部资金统一管理，收益部分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产品收益

与金融衍生品表现挂钩。
（三）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购买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风

险可控。 产品存续期间，公司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
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建设银行（601939）为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交易对方建设银行与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911,582,986.45 4,546,308,332.47
负债总额 2,102,377,835.69 2,604,072,601.75
净资产 1,648,443,097.36 1,876,663,66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260,506.25 -282,155,796.8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等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
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和投资进度；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
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
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购买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及

金融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3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不用于其他
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
使用。 有效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并
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和收益情况 尚未收回

本金（万元） 收益（元） 本金金额（万元）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7,671.23 —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50,410.96 —

3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680,547.85 —

4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49,589.04 —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397,402.74 —

6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192,328.77 —

7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189,191.01 —

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未到期 — 5,000

9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未到期 — 7,000

合计 57,000 45,000 2,897,141.70 12,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3,000万元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3.95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2,000万元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000万元

总理财额度 30,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2-015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2022年 3月份销售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3 月实现销售收入 12.93 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13.93%，较上月环比增长 46.04%。 其中，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为 10.02 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4.50%，较上月环比增长 62.57%；深加工肉制品板块销售收入为 4.6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26.64%，较上月环比增长 16.78%。

销量方面，3月份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数量为 9.94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3.88%，较上月
环比增长 65.99%；深加工肉制品板块产品销售数量为 1.83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4.67%，较上月环比

变动-0.53%。
二、说明
公司坚持以“圣农十四五规划”为目标稳步发展,同比去年，公司的产能、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提

升，2022年第一季度已实现肉鸡产量同比增幅超 10%。
受春节因素影响，2022年 2月产量较少，2022年 3月，公司按照正常生产计划开工，故屠宰量较 2

月相比大幅提升。
三、特别提示
1、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及销售数量为抵消前数据。
2、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务

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22-017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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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 3号祁连山大厦 4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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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37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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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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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脱利成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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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6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罗鸿基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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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52,074 99.6136 773,477 0.3642 47,100 0.0222
2、 议案名称：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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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52,074 99.6136 773,477 0.3642 47,100 0.0222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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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52,074 99.6136 773,477 0.3642 47,100 0.0222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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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91,485 99.7734 480,366 0.2261 800 0.0005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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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52,074 99.6136 773,477 0.3642 47,100 0.0222
6、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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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333 84.0595 773,477 15.9384 100 0.0021
7、 议案名称：关于改聘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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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70,185 99.7634 501,666 0.2362 800 0.0004
8、 议案名称：关于改聘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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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70,185 99.7634 501,666 0.2362 800 0.0004
9、 议案名称：关于向本公司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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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69,252 98.4445 3,302,599 1.5550 800 0.000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于凯军 211,735,301 99.6998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07,490,4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401,056 90.1445 480,366 9.8390 800 0.0165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754,545 94.1592 170,066 5.8134 800 0.0274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646,511 84.1425 310,300 15.8575 0 0.000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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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方案 4,380,855 90.1035 480,366 9.8799 800 0.0166

6 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4,079,333 84.0595 773,477 15.9384 100 0.0021

10.01 于凯军 4,224,671 86.8912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无特别决议事项，其中第六项《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和
参加会议的关联自然人股东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207,519,741.00 股，回避后议案 6 获表
决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婷、盛雪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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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ST海航、*ST海航 B 编号：临 2022-035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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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4月 11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11名，实际参会董事 11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一项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李晓峰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时，独立董事针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意见，具体为：李晓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期

间勤勉尽责，公司治理水平获得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力持续加强，同时积极协
助做好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晓峰先生符合《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聘任其担任公司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李晓峰先生简历
李晓峰，男，1977年 11月出生，籍贯福建省，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1999 年参加工作，现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历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业务主管、海航实业控
股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业务经理、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国
际与投资部副总经理、福州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李晓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ST海航、*ST海航 B 编号：临 2022-036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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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1,099,628.7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披露的主要为破产重整衍生诉讼，涉诉事项不存在

新增违规担保。 部分案件尚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涉诉违规担保已预
留相应偿债资源，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积
极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近日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
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截至 2022年 4月 11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外，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

（仲裁）金额合计约 1,099,628.70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其中，破产重整
衍生诉讼合计约 838,519.15万元； 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合计 256,937.28 万元； 其他涉案金额
1,000万元以下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共 64 件，合计约 4,172.27 万元；尚未明确诉讼金额的昆明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服务公司诉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案、Derrick Jen 诉海南航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案共 2件。

破产重整衍生诉讼、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统计表。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披露的主要为破产重整衍生诉讼，涉诉事项不存在新增违规担保。 部分案件尚未产生具有法

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涉
诉违规担保已预留相应偿债资源，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积极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风险警示
㈠ 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触

发了“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该事项不涉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被
终止上市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告》（编号：临 2021-044）。

㈡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
告》（编号：临 2021-094）。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工
作，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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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破产重整衍生诉讼、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的诉讼统计表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案件类型 涉 案 金 额
（万元） 进展情况

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方京海投资有限公
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1,423.43 一审中

TOPCAST� AVIATIO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2,142.85 一审中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2,610.47 一审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洋浦分行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2,955.85 一审中

广州高新区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北京
凯兰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海南
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6,571.34 一审中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10,995.65 一审中

天津帝旺集团有限公司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国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13,370.64 一审中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43,276.38 一审中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祥鹏投资有限公司、海航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54,611.22 一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89,359.50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 原告尚未提起上
诉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260,613.91 法院裁定按原告撤诉处
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102,451.35 法院裁定按原告撤诉处
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228,337.65 一审中

中节能（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17,498.21
一审判决原告对公司享
有破产债权 7864.95 万
元， 公司承担诉讼费
45.84万元

其他涉案金额 1,000万元以下的小额衍生诉讼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2,300.71 —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渝兴泰（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国渝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耀富泰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38,601.18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现与原被告
和解谈判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渝兴亚（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国渝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耀富泰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38,601.19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现与原被告
和解谈判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渝兴邦（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耀富泰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国渝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38,883.02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现与原被告
和解谈判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渝兴升（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国渝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耀富泰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39,356.74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现与原被告
和解谈判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渝瑞程（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国渝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耀富泰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39,358.60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现与原被告
和解谈判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渝兴柏（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国渝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耀富泰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40,063.02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现与原被告
和解谈判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
深圳前海腾源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天津腾源祥博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
行、 海南航
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7,988.53 一审中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福州
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纠纷 4,000.00 一审中

其他涉案金额 1,000万元以下的小额第三人诉讼 — 8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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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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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蚌埠市中国（蚌埠）微电子科技园安徽奥福精细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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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普通股股东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183,6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18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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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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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潘吉庆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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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潘洁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张浩 36,080,395 99.714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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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
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张
浩）

4,246,540 97.6269 0 0.00 0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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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仟仞、纪兆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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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全资子公司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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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英国全资子公司 Seacross Pharmaceuticals Ltd.于 4
月 11 日收到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以下简称“英国药监局”）批准核发的公司产品醋酸奥曲肽
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药品批准文号：PL 41013/0024。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醋酸奥曲肽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规格 1ml:0.1mg

适应症 主要用于肢端肥大症，胃肠胰内分泌肿瘤，预防胰腺手术后并发症以及食管 / 胃静脉曲张
出血的治疗。

申请人 Seacross�Pharmaceuticals�Ltd.

受理号 n/a

药品批准文号 PL�41013/0024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已开展新药上市前期销售的相关准备工作，但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销售渠

道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