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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3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22-018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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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为积极配合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本次股东大会为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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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4,49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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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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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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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吴素芬因工作原因请假；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因疫情防控需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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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674,333 99.5377 1,793,637 0.4546 30,000 0.0077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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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674,333 99.5377 1,793,637 0.4546 30,000 0.0077

3、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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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674,333 99.5377 1,793,637 0.4546 30,000 0.0077

4、 议案名称：2021年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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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659,933 99.5340 1,808,037 0.4583 30,000 0.0077

5、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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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2,763,333 99.5602 1,704,637 0.4321 30,000 0.007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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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2,674,333 99.5377 1,823,637 0.462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陕西世贸之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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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29,833 99.5518 1,768,137 0.4482 0 0.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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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617,705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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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228 36.1851 1,808,037 62.7732 30,000 1.0417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17,558 50.5941 280,100 44.6262 30,000 4.7797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24,670 32.1702 1,527,937 67.8298 0 0.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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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润分配预案 1,042,228 36.1851 1,808,037 62.7732 30,000 1.0417

5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2 年年报审计
机构和内控机构的议案

1,145,628 39.7750 1,704,637 59.1833 30,000 1.0417

6 关于公司董事 2022 年
薪酬的议案 1,056,628 36.6850 1,823,637 63.3150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陕西世贸之
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1,112,128 38.6120 1,768,137 61.388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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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威、刘亚楠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参加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2-068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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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 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非关联董事一致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程序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大”）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5,000万元。
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

联董事徐志新、黄智华、敖新华、邱亚鹏、常健、谭兆春、居琪萍、王浚丞、郭相岑均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该事项
已获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预计金额 2021年度发生金额

销售钢材等 北京方大 10,000 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注册资本：6,800万元，主营业务：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

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除金
银）、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木材、煤
炭等。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北京方大经审计总资产(合并)57,446.20 万元，所有者权益 9,700.04 万元,资产

负债率 83.11%；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660.37万元，利润总额 4,608.85万元。
（二）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方大集团持有江西方大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100%股权，方大钢铁控制持有公司 38.74%股权。
方大集团系北京方大控股股东，持有北京方大 100%股权。
三、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单位：万元

序号 卖方 买方 合同/协议 服务项目 结算价格 付 款 方
式

预计交
易期限

预计交易
金额

1 公司 北京
方大 合同 钢材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2年 1-12月 25,000

公司向北京方大销售钢材等，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按合同约定结算。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能充
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条件为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
公司的发展。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关联交易

执行市场价格，交易遵循公允、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于

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在平等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同意该项交易。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291 证券简称：退市西水 编号:临 2022-042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方式以
及疫情防控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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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6月 21日下午 14:00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一、 股东大会通知情况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于 2022 年 6

月 21日 14:00在内蒙古包头市凯宾酒店会议室（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与文化交叉口东 200 米路南）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西水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 2022-017）和《西水股份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22-019）（以下简称“原
股东大会通知”）。

二、 会议召开方式变更的原因说明
截至 2022年 6月 7日，公司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满十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公司股票

将于 2022年 6月 14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日（即 2022年 6月 21日）
恰逢处于公司股票摘牌终止上市、 且尚未完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两网和
退市公司板块的挂牌转让之间，经与各方联系确认，此次股东大会将无法提供网络投票服务。 鉴于此，公司
拟将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由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变更为现场投票方式。

三、现场参会注意事项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位于内蒙古包头市，根据当地防疫工作要求，现场参会股
东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包头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规定和要求，除带齐相关参
会证明外，请配合以下事项，敬请公司股东支持和理解。

根据《包头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通告》（2022 年第 13 号）及（2022 年第 14 号）文的
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参会人员容量上限为 50人。为了配合当地防疫政策的执行，以确保会议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组成人员为两部分人员，一部分为公司现任董监高、见证律师及工作人员（约计 15 人），第二部分
参会人员为参会的股东以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会议将在满足第一部分人员参加会议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对
外邮箱（xishuigufen@163.com）收到的拟参会股东发送的“现场参会股东资料”为主题邮件的先后顺序来确认
前 50名以内的参会股东名额。 相关股东资料完备且在上述名额范围内的， 公司将电话通知符合参会登记
要求的股东参会，未接到电话通知的股东将受限于防疫政策要求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

另考虑到此次股东大会无法提供网络投票服务，且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政策亦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为
了方便广大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对于无法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未接到电话通知的参会股东，可视个人
意愿自主委托其他现场参会股东或是委托现场人员公司副总经理马俊峰先生协助代为进行现场投票，相
关投票意见及委托材料等请于会议登记日内发送至公司对外邮箱（xishuigufen@163.com），再将原件资料邮
寄至公司证券部。

公司对本次会议召开方式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谅解。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于 2022 年 4月 30日披露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交通、 食宿等费用自理，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就本次股东大会有任何疑

问，请联系公司咨询。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世景苑西 4-21号
联系电话：0473-6953126
电子邮箱：xishuigufen@163.com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87 证券简称：京北方 公告编号：2022-028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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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及《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目前，公司已完成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总股本增至 314,898,267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由北
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76555404

注册资本：31,489.8267万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号 7层
营业期限：2009年 12月 16日至长期
营业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

据处理；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开发后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
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银行网点引导员、银行后台集
中作业业务记账处理、银行专业设备技术研发、银行现金清分整点管理、自助银行设备运营管理维护、数据
处理、档案数字化加工及保管、金融业务咨询、柜员业务、劳务服务的外包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人才中介服务；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5 月 25
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05月 18日）。（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人才中介服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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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69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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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 A 股普通股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19.4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7日、2022年 5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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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5）。

2022年 6月 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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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809,2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043%，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一；其中最高成交价
为 14.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7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6,365,948.5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6月 2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710.87 万

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个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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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2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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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 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出具的《关于
更换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财通证券原委派占利民先生、熊文峰先生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现占利民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现委派
郭经纬先生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更换后，公司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为熊文峰先生和郭经纬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原财务顾问主办人占利民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6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6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4:30，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 09:15 至 09:25，09:30 至 11:

30，13:00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6月 10日 09:15至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工业园二期华锋股份综合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董事卢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69,541,0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2704％。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2,170,3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2104％。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7,370,7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060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7,537,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315％。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林程、封华、黄向东、周乔因疫情防控原因

通过视频列席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人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同意 69,528,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525,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5％；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64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作回避表决。
2、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9,528,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525,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5％；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64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69,528,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525,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5％；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64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69,528,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525,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5％；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64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69,528,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525,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5％；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64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谭家悦、杨雅卉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4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
提示性公告

股东 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转让方”）保证向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赛诺医疗”）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5.37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4,100,000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询价转让后，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Great Noble”或“转让方”）的持股比例由

7.35%减少至 6.26%。
● Great Noble 于 2022年 6月 1日至 6月 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370,000 股，占赛诺医

疗股份总数的 0.0902%；2022年 6月 10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股份 4,100，000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
的 1%。

一、 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转让方 Great Noble 持有赛诺医疗首发前股份 30,117,378 股，占赛诺医疗股份

总数的 7.35%。 2022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9日期间，Great Noble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赛诺医疗股份
370,000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 0.0902%；2022年 6月 10 日，Great Noble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赛诺医
疗股份 4,100,000 股， 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 1%。 本次减持后，Great Noble 合计持有赛诺医疗 25,647,378
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 6.26%。

(二) 本次询价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股）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 让 后 持
股比例

1 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29,747,378 7.26% 4,100,000 4,100,000 1.00% 6.26%

合计 29,747,378 7.26% 4,100,000 4,100,000 1.00% 6.26%

(三)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本次转让后，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7.35%减少至 6.26%。
1. 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基本信息

名称 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住所 One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6月 10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集中竞价 2022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 0.0124%

集中竞价 2022年 6月 2日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 0.0241%

集中竞价 2022年 6月 9日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0.0537%

询价转让 2022年 6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 1.0000%

合计 - - 4,470,000 1.0902%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Great Noble Investment
合计持有股份 30,117,378 7.35% 25,647,378 6.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17,378 7.35% 25,647,378 6.26%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20,000 0.57% 6个月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920,000 0.22% 6个月
3 上海悬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600,000 0.15% 6个月
4 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60,000 0.06% 6个月

(二) 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4.76元/股，为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5.88 元/股的 81.00%。 为赛诺医

疗公告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6.35元/股的 74.96%。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11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4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5.37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410.00万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

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

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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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简称：顺鑫农业 证券代码：000860 公告编号：2022-02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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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25日召开的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本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公司以 2021 年末

总股本 741,766,989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按照分配总

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1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41,766,98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25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5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6月 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6月 1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6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年 6月 1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62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 6月 7日至登记日：2022 年 6 月 16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
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号院 1号楼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3层
3、咨询联系人：谢闯
4、咨询电话：010-69420860
5、传真电话：010-69443137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53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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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东李广元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45,55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2%。本次补充质押后，李

广元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107,55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3.89%，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0%。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李广元办理了部分股份补充质押业务的通

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李广元 否 17,000,000 否 是 2022/6/9 2022/12/8
国 元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68 2.74 补充质
押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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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李广元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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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结 股
份 数量
（股）

李广元 145,550,500 23.42 90,550,000 107,550,000 73.89% 17.30% 0 0 0 0

李广胜 87,721,594 14.11 77,000,000 77,000,000 87.78% 12.39% 0 0 0 0

合计 233,272,094 37.53 167,550,000 184,550,000 79.11% 29.69% 0 0 0 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 公司股东李广元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7,533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32.29%，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12%，对应融资余额 16,893.3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数量为 9,422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0.39%，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16%，对应融资余额 28,373
万元。 目前公司股东李广元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
控范围内，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个人收入等。

2. 公司股东李广元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

3.公司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股东李广元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未对公司的主营业务、 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变化。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 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2-050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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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湖北

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
案”）“重大风险提示”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
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地公司”）购买其持有长江三峡旅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旅发”）100%股权、向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旅投
资”）购买其持有宜昌行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胜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江旅发、行胜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峡旅游，证券代码：002627）自
2022年 3月 28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公告》《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进展公告》 详见 2022 年 3 月 28 日、2022 年 4 月 2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22 年 4 月 13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详
见 2022年 4月 13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峡旅游，证券代码：002627）自 2022 年 4 月
13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0），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2022 年 6 月 2 日，本

次交易标的之一长江旅发已通过《中国旅游报》公开发布《分立公告》，长江旅发内部分立工作正有序推进
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完成。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
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披露重组报告书，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后续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等程序，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披露的本次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

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
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首次披露交易预案后，尚未发出股
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2-028
转债代码：113573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纵横转债”2022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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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

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 2020 年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纵横转债”，转债代码：113573）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纵横转债”前次债项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评级展
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 2021年 5月 27日。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通过对公司主体及其相关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出具了《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3910
号），公司本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纵横转债”债项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评级展望为
“稳定”。 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2-087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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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13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要求，现将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开始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协

议转让、融资融券等方式）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228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2-032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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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0 日，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普云”或“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
款等），投资产品符合安全性高且流动性好的要求，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即自上一次授权期限到期日
（2022年 4月 13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近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基本情况

户名 账号 开户行名称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8775874439 中国银行东莞石龙支行营业部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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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
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 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将专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

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方式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

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该类投资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

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

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

工作。
5、公司内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

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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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