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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56 证券简称：有研粉材 公告编号：2022-023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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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路 3号 1 幢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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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052,8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0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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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5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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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汪礼敏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全部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薛玉檩先生出席了情况；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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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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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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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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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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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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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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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2年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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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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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67,250 99.8671 34,300 0.132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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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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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5,018,500 99.9472 34,300 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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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1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 2022 年
薪酬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25,767,250 99.8671 34,300 0.1329 0 0.0000

10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11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7,380,500 99.8748 34,300 0.125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除议案 7，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7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9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有研鼎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有研粉材存在关联关系，所持表决权 39,251,250股全部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靖、陈思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1111 证券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2-021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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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号国航总部大楼 C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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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57,456,11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483,295,5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274,16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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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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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宋志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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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Patrick Healy（贺以礼）先生、谭允芝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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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9,715,907 99.9521 3,277,963 0.0438 301,694 0.0041

H股 3,259,697,369 99.5583 12,547,185 0.3832 1,916,000 0.0585

普通股合计： 10,739,413,276 99.8323 15,825,148 0.1471 2,217,694 0.0206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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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9,716,007 99.9521 3,277,963 0.0438 301,594 0.0041
H股 3,259,697,369 99.5583 12,547,185 0.3832 1,916,000 0.0585
普通股合计： 10,739,413,376 99.8323 15,825,148 0.1471 2,217,594 0.0206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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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2,587,370 99.9905 406,500 0.0054 301,694 0.0041
H股 3,266,008,813 99.7510 6,235,741 0.1905 1,916,000 0.0585
普通股合计： 10,748,596,183 99.9176 6,642,241 0.0617 2,217,694 0.0206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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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3,266,664 99.9996 100 0.0000 28,800 0.0004

H股 3,274,100,554 99.9982 14,000 0.0004 46,000 0.0014

普通股合计： 10,757,367,218 99.9992 14,100 0.0001 74,800 0.0007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国际和国内审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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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5,720,765 99.8987 7,545,999 0.1008 28,800 0.0005

H股 3,273,220,554 99.9713 894,000 0.0273 46,000 0.0014

普通股合计： 10,748,941,319 99.9208 8,439,999 0.0785 74,800 0.0007

6、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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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6,721,106 99.7785 16,545,758 0.2211 28,700 0.0004
H股 3,136,367,579 95.7915 137,746,975 4.2071 46,000 0.0014
普通股合计： 10,603,088,685 98.5650 154,292,733 1.4343 74,700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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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关于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98,547,047 99.9854 100 0.0000 28,800 0.0146

5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国际和国内
审计师及内控审
计师的议案

191,001,148 96.1854 7,545,999 3.8000 28,800 0.01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3、4、5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通过；第 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三分之二（不包括三分之二）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
议案均不涉及公司关联（连）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雅楠、毕玉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7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相关检测产品获得欧盟 CE 认证的

自愿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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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获得欧盟 CE 认证一项，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CE证书相关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备案号） 应用领域 证书有效期

1 Monkeypox Virus Real-time PCR kit
猴痘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RPS/3631/2022 猴痘病毒核酸检测 -

二、 产品相关信息

获批主体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Monkeypox Virus Real-time PCR kit
猴痘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预期用途 猴痘病毒核酸检测
使用范围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 CE 认证的国家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上产品获得欧盟 CE 认证后，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 CE 认证的国家进行销售。 以上产品的

获批，既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又拓宽了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同时积极响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强了
公司综合实力，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产品的知识产权体系。

四、风险提示
目前，上述产品尚处于市场开发阶段，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
做好公司产品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5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公司股票解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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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刘海云先生函
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 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刘海云 否 600.00 17.76 3.76 2020.12.07 2022.5.20 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2年 5月 24日，刘海云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万股）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变动前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变动后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万股）2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 股
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万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刘海云 3,377.48511 21.16 1,972.9900 1,372.9900 40.65 8.60 1,372.9900 100 1,999.23 99.74
注 1：截至 2022年 5月 24日，刘海云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3,377.4851万股。 其中，刘海云直接持有公司

3,372.2151万股，通过深圳市建艺人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建艺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 5.27万股；

注 2：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
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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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2022 年 5 月 25 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2-050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子公司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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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安徽聚隆
机器人减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机器人”）100%股权以 236.71万元转让给刘翔先生。 详见公司 2022

年 5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2022 年 5 月 25 日，公司收到通知，聚隆机器人 100%股权已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且公司已收到了
刘翔先生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本次交易已完成。

备查文件
1、聚隆机器人换发的《营业执照》；
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2-047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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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收到公司持续督导机构中天
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关于变更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的函》。

中天国富证券作为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原保荐代表人刘冠勋先
生因工作调整，将不再参与该项目剩余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为顺利履行中天国富证券的持续督导职

责，中天国富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周鹏先生（简历见附件）自 2022年 5月 24日起接替刘冠勋先生承担持续
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本次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陈定先生、周鹏
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附件：
周鹏先生简历
周鹏先生，现任中天国富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曾主持或参与了

人福医药(600079.SH)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人福医药(600079.SH)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赤峰
黄金(600988.SH)重大资产购买、金石东方(300434.SZ)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万方发展(000638.SZ)重大资产购买
等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项目操作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股票代码：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22-032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停牌暨年报审计工作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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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和
2022年一季度报告，因受上海市疫情的影响，公司无法按原定时间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上述定期报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2-26）。 2022年 5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票停牌暨年报审计工作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30），具体内容详见披露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告。

一、相关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全力推进 2021 年度审计工作，会计师事务所针对银行、公司客户及合作

伙伴的函证也在陆续回函中。 公司会积极提供审计所需要的相关材料， 做好配合支持工作，争取尽早披露
上述定期报告。

二、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未能在法定期限披露上述定
期报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2-038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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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登记日：2022/5/25
● 除权日：2022/5/26
●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20,813,332股
● 上市日期：2022年 5月 27日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0,933,4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373,360.00 元，转增 40,373,36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41,306,760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5/25。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2/5/26。
（三）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
本次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股份数量为：20,813,332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 5月 27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0560989
电子邮箱：aladdindmb@163.com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171 证券简称：纬德信息 公告编号：2022-020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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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刘杰生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刘杰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时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刘杰生先生的辞职，将导致独立
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报告将在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后
生效。 在补选独立董事就任前，刘杰生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应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公司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刘杰生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公司董事会对刘杰生先生在其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2-047
可转债代码：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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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重

银转债”，代码：113056）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本行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行 2022年 3月发行的“重银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行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重银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A”，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评
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 2021年 9月 27日。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行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2年 5月 23日出具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
本次本行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重银转债”评级结果为“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本次评级结果
较前次没有变化，“重银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qcbank.com）。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696 证券简称：极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2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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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登记日：2022/5/25
● 除权日：2022/5/26
● 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13,044,062股
● 上市日期：2022年 5月 27日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0,0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0,000,000 元，转增 20,000,000 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70,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5/25。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2/5/26。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数量为：13,044,062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 5月 27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28）6759 9894转 8432
联系邮箱：ir@xgimi.com
特此公告。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22-026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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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宝塔实业，证券代码：000595）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异常，连续 2个交易日累计偏离 22.4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大股东、控股股东，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未曾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759 证券简称：ST洲际 公告编号：2022-020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裁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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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陈焕龙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调整原因，陈焕龙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陈焕龙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后，陈焕龙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谨向陈焕龙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职务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推荐戴小平先生为公司总裁。 2022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了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戴小平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任期同第十二届
董事会。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戴小平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博士学历，武汉大学辅修法律专
业。具有 20年以上的油气行业从业经验，12年的海外工作经验。2001-2008年，任中石油吐哈油田地质研究
院，工程技术研究院副所长，主任工程师。 2009-2013年，任 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副总经理兼安中石
油安哥拉分公司总经理。 2014 年加入洲际油气，先后任项目公司生产运营主管、项目公司总经理，2021 年
12月至今，任洲际油气总裁助理。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2-025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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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2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
举行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
下”（http://ir.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王良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严中华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姚斌先生；财务负责人秦晓军先生；独立董事翟继光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现就公司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

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06月 1日（周三）15:00前访问 http:
//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222 证券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2022-036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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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周一）15:30-17:

0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
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尹辉先生、总经理罗剑超先生、董事会秘书冯海
燕女士、财务负责人赵海林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2-065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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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3月 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下发的《关

于兑现 2020-2021年度自治区企业上市奖补政策的通报》（内金监函[2022]20 号）文件，公司将获得 1,000 万
元的首发上市奖补。

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该笔首发上市奖补资金，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他收益。

二、备查文件
《政府补助的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150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2-018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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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4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具体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698640877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亚龙
注册资本：肆亿零贰佰肆拾叁万柒仟伍佰捌拾伍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02月 21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 99号 3幢 3号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
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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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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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2-25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定期报告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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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和 2022 年
一季度报告，因受吉林市爆发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无法按原定时间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上述定期报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年 5月 5日开市起停牌。 2022年 4 月 30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和 2022年一季度报告及股票停牌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2-21），2022 年 5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定期报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23），2022年 5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定期报告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24）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司公告。

一、 相关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均已结束，正在通过“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制

作系统”进行录入和校对。 公司会全力以赴做好定期报告相关工作，争取早日披露上述定期报告。
二、 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未能在法定期限披露上述定期报告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感谢投资者长期以来
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91 证券简称：*ST华资 公告编号：临 2022-031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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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控股股东、实控人发生变更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

定，将法定代表人由宋卫东先生变更为李延永先生，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近日，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并取得由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登记事

项如下：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50000701462216T
名称：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延永
注册资本：肆亿捌仟肆佰玖拾叁万贰仟（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1998年 11月 30日
营业期限：自 1998年 11月 30日至长期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国家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南路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糖、糖蜜；经营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相关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对外合作
生产和补偿贸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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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2-041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20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5月 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金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各地减免租金政策精神和有关要求， 切实减轻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

营负担，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
策》（发改财金〔2022〕271号）、国资委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2年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减免工作

的通知》（国资厅财评〔2022〕29号）等政策，公司制定了租金减免工作方案。 本次租金减免适用对象为 2022
年内承租公司所属物业、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具体的减免对象、减免标准等由公司根据
相关政策及公司减免租实施细则判断执行。 减免租金实际发生时将由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实际需求，按照
政策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内部决策审批流程。

根据疫情影响程度的不同，经初步测算，本次租金减免安排预计涉及公司营业收入 9.66 亿元-13.49 亿
元，以 2021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计算比例为 2.27%-3.17%。 以上预估数未经审计，仅作为投资者了解本次
减免租金安排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所用。

本次减免租金安排是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体现央企责任担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帮助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租户渡过疫情难关，扶持租户平稳经营和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推动行业
与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