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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6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编号：2022-019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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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6 月 23 日、6 月 2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2年 6月 22日、6月 23日、6月 24日，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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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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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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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2年 6月 22日、6月 23日、6月 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 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20.63、市净率为 1.76，汽车制造业滚动市盈率为 31.57、市净率为 2.70，公司滚动市盈率及市净率低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2022-034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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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友帮”）、四川菩丰堂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菩丰堂药业”），陕西友帮及菩丰堂药业均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
联担保。

陕西友帮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友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友帮”）的全资子公司；
菩丰堂药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康惠医疗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惠医疗”）的控股子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共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为陕
西友帮提供担保 2,000万元人民币、为菩丰堂药业提供担保 1,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本次担保外，公司已实际为陕西友帮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249.95 万元，为菩丰堂药业提供担保余额
为 6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陕西友帮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及 2022年 5月 30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不超过 4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其中， 同意为陕西友帮在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 提供不超过
24,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菩丰堂药业在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不超过 4,500 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5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2-
013、2022-025号公告）。

2022 年 6 月 24 日，陕西友帮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签署
《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陕西友帮向国药控股申请融资租赁款 2,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15 个月，
主要用于购置新设备及补充流动资金。 同日，公司向国药控股出具《保证函》，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山东友帮的其他股东来新胜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按
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与公司的担保期限一致。

2022年 6月 24日，菩丰堂药业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署
《借款合同》，菩丰堂药业向成都银行借款 1,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一年。 公司与成都银行签署《保
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与借款金额一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菩丰堂药
业的其他股东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分别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与公
司的担保期限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陕西友帮基本情况
1.名称：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526MA6Y74R698
3.成立时间：2018年 4月 11日
4.注册地：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陈庄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主要办公地点：同注册地
6.法定代表人：来新胜
7.注册资本：3600万元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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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
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
工产品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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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股东：山东友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持股。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16,668,591.95 195,200,392.33

负债总额 196,981,295.38 179,420,571.10

净资产 19,687,296.57 15,779,821.23

项 目 2022年 1-3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已审计）

营业收入 8,159,077.18 447,884.96

净利润 1,057,508.64 -7,197,936.81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12.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陕西友帮系公司的控股孙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友帮的全资

子公司，公司持有山东友帮 51%股权，来新胜持有山东友帮 49%股权。
（二）菩丰堂药业基本情况
1.名称：四川菩丰堂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1MA63A9PP3T
3.成立时间：2018年 7月 16日
4.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堰华路 620号
都江堰市中小企业园 11号楼
5.主要办公地点：同注册地
6.法定代表人：黎勇
7.注册资本：3000万元
8.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麸炒、煅制、烫制、蒸制、制炭、煮制、炖制、燀

制、酒炙、醋炙、盐炙、姜炙、蜜炙、煨制、油炙）、毒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烫制、蒸制、煮制、醋
炙、姜炙）、直接口服饮片（凭许可证在有限期内经营）；种植、销售：中药材；生产、销售：食品（凭许可证
在有限期内经营）；普通货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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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股东：康惠医疗持股 51%，张雨持股 24.99%，黎勇持股 11.27%，沈传玖持股 5.635%，黎英持
股 5.635%，沈家胜持股 1.47%。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48,537,243.34 44,910,337.12

负债总额 33,293,714.03 29,923,255.38

净资产 15,243,529.31 14,987,081.74

项 目 2022年 1-3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已审计）

营业收入 16,746,439.78 45,532,306.68

净利润 256,447.57 -6,741,488.88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12.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菩丰堂药业系公司的控股孙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康惠医疗的控

股子公司。 康惠医疗持股 51%，张雨持股 24.99%，黎勇持股 11.27%，沈传玖持股 5.635%，黎英持股
5.635%，沈家胜持股 1.47%。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为陕西友帮担保签署的相关合同
1、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
出租人：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物：搪瓷储罐、螺杆盐水机组、蒸发式泠凝器、离心机、气动单座调节阀、精馏塔设备、废气处

置设备、减速机等。
融资金额：￥20,000,000.00元
保证金：￥2,000,000.00元
手续费：￥350,000.00元
租赁期间：共 15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租金：共 15期，偿还计划如下表：

租金期次 租金日 租金（人民币，元）
1 2022/07/27 1,500,000.00
2 2022/08/27 1,500,000.00
3 2022/09/27 1,500,000.00
4 2022/10/27 1,500,000.00
5 2022/11/27 1,500,000.00
6 2022/12/27 1,500,000.00
7 2023/01/27 1,481,500.00
8 2023/02/27 1,481,500.00
9 2023/03/27 1,481,500.00
10 2023/04/27 1,481,500.00
11 2023/05/27 1,481,500.00
12 2023/06/27 1,082,500.00
13 2022/07/27 1,072,500.00
14 2023/08/27 1,052,500.00
15 2023/09/27 1,052,500.00
合 计 ￥21,017,500

租赁物的所有权：出租人对本合同项下所涉全部租赁物享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 承租人不享有
任何租赁物的任何部分所有权。

租赁物的使用权：承租人仅在租赁期限内对租赁物享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占有和使用权。
2、《保证函》
债权人：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人（主合同承租人）：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范围：陕西友帮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国药控股支付的全部租金、手续费、
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基准利率变化而必须增加的款
项等所有费用。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国药控股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3、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来新胜
担保范围：融资申请人应向国药控股偿付的而由担保人代偿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玖佰捌拾

万元整）以及利息、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一致。
保证方式：反担保人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向甲方提供反担保。
（二）为菩丰堂药业担保签署的相关合同
1、《保证合同》
保证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支行
主合同债务人：四川菩丰堂药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债权额：人民币 1,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范围： 成都银行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

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承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 包括
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张雨、黎勇、黎英、沈传玖、沈家胜
担保范围：借款申请人应向成都银行偿付的而由担保人代偿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

高额为人民币肆佰玖拾万元正）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
费用。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一致。
保证方式：反担保人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向甲方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陕西友帮及菩丰堂药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经营状况均较稳定、资信状况均较

好，目前均无逾期债务。 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符合控股孙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是在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的
担保，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孙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对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

议并通过《关于 2022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向子公
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经营发展需要，该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助于解决其业务发展的融资需求，有利于促进
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21,549.95 万元（含本次

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9.33%。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
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2-032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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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贸易”）系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实际为雅仕贸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000万元（含本次）。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情况介绍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仕贸易因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

行申请办理授信业务，敞口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8日。公司为雅仕贸易本次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3,000万元，保证期
间为三年。

（二）本次对外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的担保， 其中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6,000 万元的担保，
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9,000万元的担保。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8日和 2022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和《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68588213XB
3、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9日
4、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5、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号 207室
6、法定代表人：王明玮
7、经营范围：易制爆危化品：硝酸、硫磺；一般危化品：正磷酸、白磷、氢氧化钠、甲醇、乙醇【无水】、

丙烯、硝酸铵肥料【含可燃物≤0.4%】、石油原油、二硫化碳、粗苯、苯酚、正丁烷、1，4-二甲苯、甲酸、三
氯氧磷、三氯化磷、煤焦沥青；易制毒化学品：硫酸（不得存储）；其他经营：谷物、豆及薯类、饲料、棉、
麻、硫化镍、沥青、氯碱、化肥、耐火材料、煤炭、矿产品、化工产品、炭素制品、金属及制品、木材及制品、
钢材及制品、沥青添加剂（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承
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租船、订舱、配载、签单、仓储、物流加工（熔
硫造粒，但涉及专项审批的除外）、揽货、中转、报关、报检、运费结算、结汇、包装、装拆箱、缮制单据、委
托铁路运输、开展多式联运及运输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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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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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2.79 35,860.49
负债总额 12,569.91 23,996.59
其中：银行借款（包括长期与短期） 770.00 10.00
流动负债 12,569.91 23,996.59
净资产 8,132.88 11,863.90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523.34 28,814.72
净利润 4,708.22 3,731.02

9、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行（乙方）
3、担保最高本金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
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
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雅仕贸易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预计额

度范围内，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
整体可控，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基于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拟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的担保额

度，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体系范围的公司，公司承担的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认为：《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公司 2022 年度经营需求， 担保事项的或有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6,000万元（含本次），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
为 44.62%， 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 8,000万元，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
38,000万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情况，亦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3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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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延女士持有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37,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717%，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杨延女士本次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或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
1,009,325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若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数量及比例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 在任意连续 90日内， 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自公司股票上市
日至减持期间，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作相
应调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延 5%以下股东 4,037,300 3.4717% 其他方式取得：4,037,300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主要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杨延 4,037,300 3.4717% 杨延与李义升为夫妻关系

李义升 50,015,692 43.0083% 杨延与李义升为夫妻关系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350,000 4.6004%

杨延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

合计 59,402,992 51.0804% —

注：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原股东营口金辰投资有限公司，营口金辰投资
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0日变更名称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杨延 1,032,100 0.9757% 2021/2/10 ～
2021/7/7 31.08-67.20 2021/1/9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7,400 0.9866% 2021/8/25 ～

2022/2/24 120.42-159.58 2021/8/4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为根据当时总股本计算得出。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 减 持
原因

杨延 不 超 过 ：
1,009,325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009,325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1,009,325股

2022/7/18 ～
2023/1/17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取得的股
份及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

个 人 资
金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杨延女士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截至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股票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个月。 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
除权、除息调整。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上
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 24个月内减持的，每年减持的数量不超过上一年末本人直
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 25%，并提前将减持意向、拟减持数量、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
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违反上
述承诺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
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其现金分红中与其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
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本人不得因在发行人的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 而放弃履行相关承
诺。 ”

截至本公告日，杨延女士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杨延女士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杨延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本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及相关股东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5016 证券简称：百龙创园 公告编号：2022-021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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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085元
每股转增股份 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30 － 2022/7/1 2022/7/4 2022/7/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2年 5月 19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6,8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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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8,000 元，转增
50,72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77,520,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30 － 2022/7/1 2022/7/4 2022/7/1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窦宝德、窦光朋 2名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动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85元。 持有本公司 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
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

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
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765 元。

（3）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本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765元。 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
票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相关
规定：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简称“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 A 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765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85元。
（6）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扣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3,070,000 25,228,000 88,298,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63,730,000 25,492,000 89,222,000

1、 A股 63,730,000 25,492,000 89,222,000

三、股份总数 126,800,000 50,720,000 177,520,000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177,520,000股摊薄计算的 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 0.70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4-8215064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46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比例达 1%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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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 开曼”）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原名上海康令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2021年 11月 17日更名为井冈山康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令科
技”）、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HK Holding”）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24.7203%减少至 23.7164%。

● CIG开曼、 康令科技和 HK Holding（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0039%，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4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送达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减持股份
比例合计达 1%的告知函》。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63,180,555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255,581,566 股，下同）的 24.7203%。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 年度、
2018年度和 2019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且已于 2020年 11月 10日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股份前，已分别履行了预先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15日披露
的《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5）和《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2-0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22年 2月 15日至 2022年 6月 24 日的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已累计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565,699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252,220,566 股）的 1.0172%
（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1.0039%）。

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24.7203%减少至 23.7164%，权
益变动比例累计达到 1.0039%。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根据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0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Limited

住所 Cricket�Square,�Hutchins�Drive,�P.O.BOX�2681,�Grand�Cayman,�KY1-1111,�Cayman�Islands

权益变动
时间 2022年 3月 17日至 2022年 3月 18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 持 数 量
（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股
份总数比例

占当前股份总数
比例

集中竞价 2022/03/17-2022/03/
18

人民币普通
股 620,399 0.2460% 0.2427%

合计 / / 620,399 0.2460% 0.2427%

信息披 露
义务 人基
本信息

名称 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注 1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号院 1号楼 B座四层 4008-26号注 2

权 益 变 动
时间 2022年 3月 23日至 2022年 6月 24日

权益变 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 持 数 量
（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股
份总数比例

占当前股份总数
比例

集中竞价 2022/03/23-2022/06/
24

人民币普通
股 1,945,300 0.7713% 0.7611%

合计 / / 1,945,300 0.7713% 0.7611%

注：1、2021年 11月 17日，名称变更为井冈山康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同日，住所变更为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井财小镇内 E-0021（集群注册）。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Hong�Kong�CIG�Holding�Company,�Limited

住所 Unit�501-502.5/F.,�Hanford�Commercial�Centre,�221B-E�Nathan�Road,�Jordan,�KL,�Hong�Kong

权益变动时
间 无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股
份总数比例

占当前股份总数
比例

集中竞价 无 人民币普通
股 0 0% 0%

合计 / / 0 0% 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63,180,5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7203%；本

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60,614,8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164%，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股份性质 变动原

因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比例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比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集中竞
价减持 44,503,046 17.4125% 43,882,647 17.1697%

Hong�Kong�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无 6,207,275 2.4287% 6,207,275 2.4287%

北京康令科技
发展中心（普通
合伙）

康令科技的实际控制
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集中竞
价减持 12,470,234 4.8792% 10,524,934 4.1180%

合计 / / / 63,180,555 24.7203% 60,614,856 23.7164%

注：1、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份总数均为 255,581,566股。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4、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19日披露的《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3）、于 2022年 5月 17
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9）。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减持
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
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305 证券简称：旭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9
债券代码：113635 债券简称：升 21转债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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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22年 6月 23 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晟控股”）直接持

有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81,976,3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8%；
本次股份质押后，旭晟控股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28,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5.39%，占公
司总股本的 4.47%。

● 截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控股股东徐旭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2,060,42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6.31%；通过旭晟控股、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实业”）两名法人股东间接控制公
司股份 324,957,5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2%。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徐旭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28,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6.56%，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4日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旭晟控股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现将本
次质押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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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 晟 控
股

控股股
东一致
行动人

13,800,000 否 否 2022.6.23 2023.6.14
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7.58% 2.20% 生 产 经
营需求

旭 晟 控
股

控股股
东一致
行动人

14,200,000 否 否 2022.6.23 2023.6.28
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7.80% 2.27% 生 产 经
营需求

合计 / 28,000,000 / / / / / 15.39% 4.47% /

二、 本次被质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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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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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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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旭晟
控股 181,976,382 29.08% 0 28,000,000 15.39% 4.47% 0 0 0 0

旭日
实业 142,981,156 22.85% 0 0 0 0 0 0 0 0

徐旭东 102,060,424 16.3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27,017,962 68.23% 0 28,000,000 6.56% 4.47% 0 0 0 0

说明：鉴于公司“升 21转债”于 2022年 6月 16日开始转股，以上持股比例以 2022年 6月 23 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总股本为计算基准。

三、股份质押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旭晟控股本次质押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旭晟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
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078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2022-054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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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江阴市周庄镇长寿云顾路 581号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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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52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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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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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殷福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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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6人，董事姚玮先生因出差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汪洋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部分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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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7,371,340 99.7250 158,200 0.275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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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4,982,422 96.9225 158,200 3.0775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是特别决议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月鹏、黄心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化微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化微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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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053 证券简称：成都燃气 公告编号：2022-015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

存款到期并续存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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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燃气”或“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等），且该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使用期限有效期及资金额度内行使该项决策权，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2月 24日披露的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8）。

公司前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到期后，2022年 6 月 24 日， 公司在成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龙舟路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办理了结构性产品手续。

一、前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的情况
2021年 12月 24日，公司在成都银行办理了结构性存款人民币 40,000万元，预期收益率为 1.82%

-3.55%（保底收益率-最高预期年收益率）。 具体内容详见《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到期并办理结构性存款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2022 年 6 月 24 日，上述结构性存款到期，存款本金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获得利息收益为人民
币 717.89万元，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基本情况
2022年 6月 24 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署了《成都银行单位

结构性存款投资者协议书》，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万元进行银行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3、发行币种：人民币
4、发行规模：40,000万元
5、挂钩标的：北京时间下午 2点彭博 BFIX页面交易货币对 MID定盘价
6、预期到期利率：若观察日 EUR/USD≤1.16，则到期收益率为 3.62%（最高预期年收益率）；
若观察日 1.16＜EUR/USD＜1.29，则到期收益率为 1.54%-3.62%（保底收益率-最高预期年收益率）；
若观察日 EUR/USD≥1.29， 则到期收益率为 1.54%（保底收益率）；7、 募集期及起息日：2022 年 6

月 24日
8、到期日：2022年 12月 22日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成都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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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
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 尽管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上述投资期间内，公司将与成都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以上产品的进展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后，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结构性存款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40,000万元。
六、备查文件
《成都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开户证实书》。
特此公告。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