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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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委托理财；
● 投资金额：10,0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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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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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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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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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金额
本次投资金额为 10,000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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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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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委托理财的投资方式和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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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50-3.50 2022.06.22-
2022.07.2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五）投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为 2022年 06月 22日-2022年 07月 22日。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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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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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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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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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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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风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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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76,865,588.34 4,378,086,685.65
负债总额 2,770,843,416.33 2,417,881,023.74
净资产 1,841,807,494.37 1,897,192,58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57,997.65 -146,100,7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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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拟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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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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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投资风险可控。 有利
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授权的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六、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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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通
过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等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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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680,54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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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357,848.63 —

9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425,753.42 —

10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05,205.48 —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未到期 — 10,000

合计 71,000 61,000 3,785,949.23 1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3,000万元[注]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2.49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4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万元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万元

总理财额度 15,000万元

注：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分别发生于 2021年 7 月 28 日、2021 年 9 月 2 日，未超过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最高理财额度 30,000万元（该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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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自 2022年 5月 20日后，公司募集资金理财最高余额适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理财额度 15,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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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时

“江山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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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2 年 6 月 29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江山欧派门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江山转债”）将停止转股。
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2年 6月 29日（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期间，“江山转债”将停止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江山转债”恢复转股。
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2年 6月 28日（含 2022年 6月 28日）之前进行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7.40元（含税），并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股。如在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和转增股本总额。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江山欧派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江山欧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
相关规定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 2022年 6月 29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江山转债”将停止转股；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江山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2
年 6月 28日（含 2022年 6月 28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人：郑宏有
联系电话：0570-4729200
联系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淤头村淤达山自然村 8号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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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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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最后交易日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退市整

理期已结束。
●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日期为：2022年 6月 30日
● 根据相关规定，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将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关于终止

上市后公司股票办理股份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具体安排，公司将另行公告，请投资者关注公司
聘请的主办券商后续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的确权公告。

● 2022年 5月 25日，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
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47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一、终止上市股票的证券种类、简称、代码、终止上市决定日期
(一）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二）证券简称：退市环球
（三）证券代码：600146
（四）终止上市决定日期:2022年 5月 25日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 2020年度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低于 1亿元且扣非净利润为负，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2年 4月 30日，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上述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4 条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审核，上海证券交易所
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条、第 9.6.4条和第 9.6.10条等
规定，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 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
期交易。 退市整理期为 15个交易日，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其他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10%。 上海
证券交易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退市整理
期间，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所其他规定，并履行相关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
内可以转让。

三、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6 月 2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退市整理期为 15 个交易日，截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司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满 15 个交

易日，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四、终止上市暨摘牌日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安排，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 2022年 6月 30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五、终止上市后相关后续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在股票被终止上市后立即安

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
在摘牌之日起 45个交易日内可以挂牌转让。 现将股票摘牌后转入股转系统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股转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
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股东需在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办理股份确权登记，
其股份方可在股转系统进行挂牌转让。 公司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聘请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担任公司股票在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以下简称“股票转
让业务”）的主办券商，为公司股票转让业务提供专业服务。 2022年 6月 22日，双方已签署《委托股票
转让协议书》。股东可到公司聘请的主办券商或其他具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代办券商
办理股份重新确权、登记和托管手续。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聘请的主办券商后续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
确权公告。

2、公司已委托主办券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沪市退出登记手续。 自完成沪市退出登
记至在退市板块办理完成股份初始登记业务期间，主办券商负责办理股份确权、协助执法及投资者证
券持有和变动记录维护等业务。

3、公司或主办券商将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为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和普通机构投资者提供证
券账户的初步转换服务。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投资者的沪市证券账户信息，初步转换得到投资
者可在退市板块使用的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转换原则请详见主办券商在退市板块发布的公司股份确
权公告。自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主办券商办理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业务期间，请投资者不
要注销初步转换得到的证券账户，避免影响股份的登记和转让。

4、请投资者持续关注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的通知，以及主办券商在退市板块发布的公司股
份确权公告，并按照相关通知和公告的要求，主动联系股份托管机构或主办券商办理股份确权手续，
并及时办理加挂资金账户等交易结算手续。

六、公司股票摘牌后至退市板块挂牌前的信息披露
由公司聘请的主办券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代为

披露。
七、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一）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二）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 8号
（三）咨询电话：（8621）66223666*8866
（四）传真：（8621）64699688
（五）电子信箱：syhq@600146.net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2-070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鉴
于原公告中未将部分关联人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进行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要求，现对关联人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进行补充公告如下：

补充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内容：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方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是否经审
计

1 AQA�S.R.L 6,848.26 191.24 7,605.41 2,077.59 否

2 济南格格科技有限公司 287.20 36.00 195.80 66.60 否

3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9,959.04 30,982.08 824,060.89 672,030.07 是

4 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26.00 36.63 1,147.55 918.33 是

5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2,243.96 -1,825.56 11,807.93 9,220.15 是

6 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6,117.78 -474.11 7,518.19 3,657.1 否

7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6,710.41 4,658.51 86,610.81 59,203.44 是

8 Toner-dumping.de� Orh＆Baer�
GmbH 2,869.95 1,061.85 8,833.97 208.16 否

9 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司 8,140.13 -4.00 5,611.09 474.21 是

10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
司 17,566.16 -4,859.55 35,133.3 22,944.5 是

11 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 882.27 -232.35 16.21 -102.16 是

12 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司 490.81 4.94 1,707.86 53.88 是

13 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公司 2,376.59 668.02 3,123.99 2,931.22 否

14 珠海赛纳视博科技有限公司 4.07 -252.28 1,138.69 1,061.36 是

注：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因此重新进行披露。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的其他内容不变。

补充后全文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结合公司 2021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度的经营计划，2022 年度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拟与相关关联方企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32,505.00万元。其中，与相关关联方
企业进行销售产品、提供劳务，预计金额为 6,900.00 万元；与相关关联方企业进行采购产品、接受劳
务，预计金额为 15,405.00 万元；与相关关联方企业租赁办公场地等，预计租赁费金额为 10,200.00 万
元。

（二）2022年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企业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额

销售产品 /
提供劳务

AQA�S.R.L.

销售产品
/ 提供 劳
务

市场定价

4,100.00 1,353.01 2,726.45

济南格格科技有限公司 420.00 96.01 358.34

珠海格之格云商科技有
限公司 350.00 118.62 221.48

Toner-dumping.de�
Orh＆Baer�GmbH 2,000.00 220.36 1,746.21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
公司 30.00 6.81 41.20

小计 - - 6,900.00 1,794.81 5,093.68

采购产品 /
接受劳务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
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 接受 劳
务

市场定价

150.00 - 56.47

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 3,700.00 366.83 2,445.35

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
司 8,800.00 1,585.74 6,154.22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 - 127.15

珠海固瑞泰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200.00 69.49 3.80

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
公司 2,100.00 352.86 1,839.61

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
司 300.00 42.30 230.50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
公司 5.00 1.49 4.77

小计 - - 15,405.00 2,418.71 10,861.87

厂房租赁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 物业 管
理费

市场定价

8,900.00 2,111.38 7,195.09

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1,300.00 337.25 975.25

小计 - - 10,200.00 2,448.63 8,170.34

合计 - - 32,505.00 6,662.15 24,125.89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企业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发生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销 售 产
品 / 提
供劳务

AQA�S.R.L.

销售产品
/ 提 供 劳
务

市场定价

3,500.00 2,726.45 0.12% -21%
济南格格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358.34 0.02% -20%
珠海格之格云商科技有
限公司 350.00 221.48 0.01% -37%

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 200.00 - 0.00% -100%

Toner-dumping.de�
Orh＆Baer�GmbH 1,900.00 1,746.21 0.08% -7%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
公司 - 41.2 0.00% -

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 - 15.42 0.00% -
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
司 - 0.2 0.00% -

珠海赛纳视博科技有限
公司 - 0.01 0.00% -

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
司 - 0.65 0.00% -

小计 - - 6,400.00 5,109.96 0.22% -20%

采 购 产
品 / 接
受劳务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
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 接 受 劳
务

市场定价

33.00 56.47 0.00% 71%

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 4,100.00 2,445.35 0.15% -40%

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
司 5,000.00 6,154.22 0.37% 23%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 127.15 0.01% -75%

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
公司 - 1,839.61 0.11% -

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
司 - 230.50 0.01% -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
公司 - 4.77 0.00% -

珠海固瑞泰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 3.80 0.00% -

小计 - - 9,633.00 10,861.87 0.64% 13%

厂 房 租
赁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 物 业 管
理费

市场定价
6,500.00 7,195.09 23.43% 11%

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880.00 975.25 3.18% 11%

小计 - - 7,380.00 8,170.34 26.61% 11%
其 他 关
联交易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
资产等 市场定价 - 265.28 1.34% -

小计 - - - 265.28 1.34% -
合计 - - 23,413.00 24,403.65 - 4%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司编号：
2021-021），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销售产品、提供
劳务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1、 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是为经营调整所致。
2、 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系 2021年公司委派董事，已对其产
生重大影响原因所致。

（四）2022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2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向上述关联方企业销售商品 1,794.81 万元，累计向上述

关联方企业采购材料 2,418.71万元，累计与上述关联方企业发生租赁费 2,448.63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AQA S.R.L基本情况：

名 称 AQA�S.R.L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3月 23日

注册资本 75,000欧元

注册号 4999830963

注册地址 意大利

董事 吴俊中

经营范围 打印耗材销售、投资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848.26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91.24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7,605.4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077.59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济南格格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济南格格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08年 4月 28日

注册资本 5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26722753309

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利农庄路 48号 2号楼 2-201室

法定代表人 孔峰

经营范围
计算机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配件、耗材，打印机，复印机，家用电器，办
公用品；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的维修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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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87.2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36.00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195.8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66.60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成立时间 2006年 4月 24日

注册资本 32,494.823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87913312U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65792（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汪东颖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自产的激光打印机、多维打印机、多功能（传真）一体机及激光硒
鼓、碳粉，墨盒、墨水、墨盒外壳，色带、带框、电脑外设、多维打印机配件、多维打印耗材等
打印机耗材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回收喷墨盒、回收激光打印机碳粉盒的灌装加工和
销售，以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多维打印服务；计算机、打印机行业相关
技术、咨询服务；不动产租赁、其他财产租赁。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959.04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30,982.08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824,060.8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672,030.07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4、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3月 7日

注册资本 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MCUN3P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1号宿舍 1楼

法定代表人 肖宏标

经营范围 服务物业管理、保安服务、清洁服务、后勤服务、水电设备安装及维保、园林绿化。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26.00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36.63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1,147.55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918.33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5、珠海格之格云商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格之格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8年 09月 27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2AQKN94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5楼 D

法定代表人 舒畅

经营范围

办公设备、办公耗材、办公用品、纸制品、计算机及配件、计算机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机械设备、摄像器材、照相器材、音响设备、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子产品(�不含电子
出版物)、文化用品、教学设备、体育器材、文教用品、健身器材、通用设备、体育和娱乐
用品、家具、家用电器、酒店用品、厨房设备、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纺织品、
工艺美术品、安防设备、劳保用品、消防器材、应急教援设备、日用品、标识、标牌、礼
品、食品、酒水、饮料的批发、零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办公设备安装及维修；办公设备租赁；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增值电信业务；会议服务。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65.3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1.45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116.88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53.03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6、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 10月 08日

注册资本 5,5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2BHFT7G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60088（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吕如松

经营范围
三维(3D)�打印技术研发、开发；三维(3D)�打印装备、软件、材料的销售、代理及相关解
决方案服务与售后服务；金属零部件、模具及制品的数字化销售；前述经营内容的互
联网应用平台系统的开发与营运(含网上交易)、技术咨询、销售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243.96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825.56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11,807.93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9,220.15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7、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时间 2010年 12月 06日

注册资本 5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05653424978

注册地址 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 王智信

经营范围 生产电子专用材料、体育用品材料的新型橡胶、塑料用品，研发新型橡胶、塑料的配方
及工艺；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117.78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74.11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7,518.1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657.1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8、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1年 12月 08日

注册资本 5543.288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875590800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五街 200 号 3 号楼 A 区 9 层 901、902、
903、904、905室

法定代表人 向建军

经营范围 研发、销售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集成电路开发并提供技术咨询；计
算机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6,710.41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658.51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86,610.8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9,203.44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9、Toner-dumping.de Orh＆Baer GmbH基本情况：
名 称 Toner-dumping.de�Orh＆Baer�GmbH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 1月 16日

注册资本 32,895欧元

注册号 HRB117320B

注册地址 Industriestra?e�1-3,�12099�Berlin

董事 Friedbert�Baer,�Daniel�Orth.

经营范围 销售打印机配件，IT配件，办公用品，营销服务，及法律允许时间第一类和第二类烟火
物品的零售。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869.95 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061.85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8,833.97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08.16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10、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 12月 30日

注册资本 15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70197428X

注册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园南路 6号车间及办公楼一楼、二楼 A区、三楼 B区

法定代表人 尹力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年 12月 31 日）；商
业的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140.13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00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5,611.0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474.21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11、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5月 9日

注册资本 12,0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04085170D

注册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一路 12号万力达继保科技园 1号楼

法定代表人 庞江华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
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
材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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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电气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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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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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566.16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859.55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35,133.3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2,944.5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12、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 1月 28日

注册资本 1,005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MA01H34D0H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顺强路 1号 2幢 2层 2102室

法定代表人 刘阳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办公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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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82.27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32.35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16.2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02.16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13、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5月 12日

注册资本 1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039791489

注册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园南路 6号 3栋 1-2层

法定代表人 尹力

经营范围 耗材配件、电脑配件及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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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90.8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94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1,707.86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3.88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14、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 7月 9日

注册资本 5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53FY6G27

注册地址 中山市坦洲镇永源路 4号之一 1栋 1楼

法定代表人 王平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打印机耗材及配件、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模具、金属制品、塑
料制品；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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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376.59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668.02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3,123.9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931.22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15、珠海赛纳视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珠海赛纳视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 7月 3日

注册资本 3,0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4Y30112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70120(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吴俊中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三维（3D）技术应用于个性化视力矫正、个性化眼镜技术研发、
开发与生产及销售；眼镜技术研发、开发与生产及销售；眼镜框架技术研发、开发与生
产及销售；自营出口；个性化视力矫正技术研发、开发及相关解决方案服务与售后服
务；前述经营内容的互联网应用平台系统的开发与营运（含网上交易）、技术咨询、销
售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三
维技术的教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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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07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52.28 万元， 总资产人民币
1,138.6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061.36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AQA�S.R.L. 公司间接参股的其他企业
济南格格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高管之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珠海格之格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控制的其他企业
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参股 10%的其他企业
Toner-dumping.de�Orh＆Baer�GmbH 公司间接参股的其他企业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控制的其他企业
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间接参股子公司
珠海精加美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 5%以上股权的自然人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
珠海赛纳视博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 5%以上股权的自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珠海同达利印刷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 5%以上股权的自然人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 5%以上股权的自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其他企业
中山市瑞源祥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间接参股子公司
珠海赛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赛纳科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上述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而发生的，各关联方财务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是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信用良好，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

主要依据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
时对关联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具备完整的业务系统

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业务经营的需要，依据《公司章程》
以及有关协议进行，关联交易协议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济原则订立，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上述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汪东颖先生、严伟先生、庞江华先生、孔德珠先生予以回避表
决。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结合公司 2021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年度的经营计划，本次审议 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发生的，也是

必要的、有利的，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
原则。 公司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除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已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报备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1129 证券简称：瑞纳智能 公告编号：2022-055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
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并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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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万元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4）。
序
号 签约单位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到期收益

1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安盈系列
【517】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浮动收益凭
证

50,000,000
2021 年 12
月 23 日 ，
逢 节 假 日
顺延。

2022 年 6 月 22
日 370,000.00

一、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单位：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经慎重考虑，充分评估，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如

下：
1、签约单位：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国元证券【元鼎尊享定制 246期】固定收益凭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
购买金额：5,000万元
起息日期：2022年 6月 23日
到期日期：2022年 12月 9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固定收益率（年化）：3.30 %
2、公司与上述签约单位无关联关系，本次现金管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部分使用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安全性高且流动性好、不

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投资产品。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
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规范运行，以及资金安全。 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将根据经营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现金管理产品种类和期限等，确保不影响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2、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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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

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
2、公司通过对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签约单位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万

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 否
赎 回

1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 泰 证 券 信 益 第
21019号（5年期 LPR）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10,000 2021 年 12 月

17日 2022年 6月 9日 是

2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 泰 证 券 聚 益 第
21379 号（原油期货）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8,000 2021 年 12 月

17日 2022年 2月 24日 是

3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寰益第 21650
号（华泰大类资产周期
精选 S1型策略）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2,000

2021 年 12 月 21
日，如遇非原定
交易日，则顺延
至下一原定交
易日。

期末观察日 2022年
12 月 7 日后第【2】
个工作日

否

4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安盈系列【516】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浮
动收益凭证 5,000

2021 年 12 月 23
日，如遇非原定
交易日，则顺延
至下一原定交
易日。

预定为 2022 年 12
月 19 日，逢节假日
顺延。

否

5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安盈系列【517】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浮
动收益凭证 5,000

2021 年 12 月 23
日，逢节假日顺
延。

预定为 2022 年 6 月
22 日， 逢节假日顺
延。

是

6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元鼎尊享定
制 186期】 固定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 10,000 2021 年 12 月 23
日

2022 年 3 月 16 日；
若产品起息日、到
期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非交易日， 则顺
延至下一交易日。

是

7 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睿享双盈 11 期浮动收
益凭证

定向发行，本
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7,300 2021 年 12�月 29�
日

2022 年 6�月 28�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

否

8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聚益第 22004 号（白
银期货）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6,000 2022 年 1 月 5

日

2022 年 2 月 9 日 ，
如遇非营业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营业日。

是

9 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财智尊享金鳍 41 号浮
动收益凭证

定向发行，本
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7,000 2022 年 1 月 7
日

2022 年 12 月 5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

否

10 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睿享双盈 13 期浮动收
益凭证

定向发行，本
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10,000 2022 年 1 月 7
日

2022 年 12 月 5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

否

11 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睿享致远 5 期浮动收
益凭证

定向发行，本
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3,700 2022 年 1 月 7
日

2022 年 12 月 5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

否

12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聚益第 22003 号（股指
篮子精选）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性收
益凭证 6,000 2022 年 1 月 11

日

2022 年 5 月 10 日，
如遇非营业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日

是

13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广银创富”G
款 2022年第 19 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机构
版）

保本浮动收益
型 6,000?

2022 年 02 月 25
日，如该日为非
交易日，则自动
顺延至该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
日。

2022 年 05 月 26
日， 如该日为非交
易日， 则自动顺延
至该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是

14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元鼎尊享定
制 211期】 固定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 8,000 2022 年 2 月 25
日

2022 年 8 月 24 日 ,
若产品起息日、到
期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非交易日， 则顺
延至下一交易日。

否

15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元鼎尊享定
制 214期】 固定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 10,000 2022 年 3 月 17
日

2022 年 9 月 13 日 ,
若产品起息日、到
期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非交易日， 则顺
延至下一交易日

否

16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民享 180 天 220511 专
享固定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6,000 2022 年 05 月 12

日 2022年 11月 07日 否

17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民享 181 天 220530 专
享固定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6,000 2022 年 5 月 31

日 2022年 11月 27日 否

18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民享 180 天 220613 专
享固定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10,000 2022 年 6 月 14

日 2022年 12月 10日 否

备注：关于上述现金管理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在巨潮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 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相关凭证。
2、 现金管理产品购买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