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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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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拟为被担保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2,430.01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
余额合计为 36,443.16万元（均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33,912.44万元（外

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26%。 本次被担保对象包含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全资下属公司。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技”）拟为

全资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南县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县盛步”）拟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申请人民币 9,800万元的售后回租融资业务， 租赁期限为 10 年， 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大庆市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晶科”）拟向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申请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售后回租融资业务，租赁期限为 10 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同时以该项目的电费收费权以及大庆晶科 100%股权为该笔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的协
议尚未签署。

3、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梅州市蕉华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晶科”）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支行申请人民币 7,200万元的项目置换贷款，贷款期限为 14 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4、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珠海市伏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伏载”）拟向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人民币 3,65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期限为 8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协议尚未签署。

5、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安吉晶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晶电”）、玉环市晶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玉环晶源”）拟分别向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667.9719 万元和 900 万元的融资
租赁业务，租赁期限为 8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和不见物回购责任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
署。

6、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Jinkoholding Energy Generation, S.L.U（以下简称“Jinkoholding”）向 Futura 保险公司
申请人民币 8,212.04万元（（按协议签署日汇率换算）的授信，授信期限 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于 2022年 6月签署。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收
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 248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
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65）。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
在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涉及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公司间担保额度调剂，调剂情况及被担保人担保额度、担保

余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可用
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本次调剂前额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额度

南县盛步 7,700.00 2,100.00 9800.00 9,800.00 0.00 -
大庆晶科 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0.00 5,719.77
梅州晶科 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0.00 2,476.19
珠海伏载 2,800.00 850.00 3650.00 3,650.00 0.00 -
安吉晶电 0.00 667.97 667.97 667.97 0.00 -
玉环晶源 0.00 900.00 900.00 900.00 0.00 -

Jinkoholding 195,000.00 0.00 195,000.00 8,212.04
（注 1） 186,787.96 28,247.20

其他合并报表内的公
司 96,997.40 -23,717.97 73,279.43 - - -

合计 302,497.40 0.00 302,497.40 42,430.01 186,787.96 -
注：1、“本次担保金额”按协议签署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
2、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 担保额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误差，均

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县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1MA4L7AUA1B
成立日期：2016年 11月 10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年丰村村民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运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建

筑工程设计及施工，新能源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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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有限”）持有南县盛步 100%股权，南县

盛步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南县盛步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南县盛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048,615.65 184,180,318.39
负债总额 150,021,020.59 141,110,303.53
资产净额 43,027,595.06 43,070,014.86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39,579.44 15,914,535.79
净利润 -42,419.80 1,095,157.30

（二）大庆市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60632583015XQ
成立日期：2015年 7月 30日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0-7号楼 1单元 502室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

的安装；建筑工作设计与施工、新能源工程设计。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大庆晶科 100%股权，大庆晶科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

公司。
大庆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大庆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809,802.79 161,956,498.90
负债总额 145,323,257.69 143,321,417.50
资产净额 19,486,545.10 18,635,081.40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92,297.37 19,718,756.13
净利润 851,463.70 4,237,684.50

（三）梅州市蕉华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7345539642Y
成立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注册地址：梅州市蕉岭县蕉华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

的安装；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新能源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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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梅州晶科 100%股权，梅州晶科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
公司。

梅州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梅州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746,899.48 161,837,951.57
负债总额 123,567,468.71 123,731,594.13
资产净额 38,179,430.77 38,106,357.44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34,878.41 9,137,121.65
净利润 73,073.33 2,041,669.20

（四）珠海市伏载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4MA58CT1P96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18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海华新村金湾阁 56-62栋 P、P2号铺二层 A区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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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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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横峰县伏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峰伏载”）持有珠海伏载 100%股
权，珠海伏载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珠海伏载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珠海伏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01,341.52 1,078.93
负债总额 8,321,972.53 2,644.00
资产净额 -20,631.01 -1,565.07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9,065.94 -1,565.07

（五）安吉晶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MA7CU8M145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1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浦源大道 139号一楼（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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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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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横峰伏载持有安吉晶电 100%股权，安吉晶电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
属公司。

安吉晶电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安吉晶电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7,985.99 1,078.93
负债总额 209,106.37 2,000.00
资产净额 -1,120.38 -921.07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99.31 -921.07

（六）玉环市晶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1MA7C7NT22C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玉环经济开发区靖海路 5号 2号厂房（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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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
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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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横峰县伏叁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玉环晶源 100%股权，玉环晶源是公司间
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玉环晶源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玉环晶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7.96 156.64
负债总额 3,000.00 1,000.00
资产净额 -1,042.04 -843.36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98.68 -843.36

（七）Jinkoholding Energy Generation, S.L.U
税务认证号：N.I.F. B90465477
成立日期：2019年 11月 13日
注册地址：Sevilla, Paseo de las Delicias 3-1
董事：李仙德，Xiaoshu Bai
注册资本：3,000欧元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的设计、建设和运营，太阳能项目的投资和开发，向附属公司或同一商业集团的公

司提供咨询服务、行政服务和辅助服务。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 Jinko Power (HK) Company Limited 持有 Jinkoholding100%股权，Jinkoholding

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Jinkoholding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Jinkoholding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欧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75,828.24 3,492,231.30
负债总额 3,537,817.81 3,736,809.29
资产净额 -261,989.57 -244,577.99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055.64 1,016,134.92
净利润 -17,411.58 -297,244.2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南县盛步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南县盛步担保的期限为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南县盛步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租赁合同、转让合同项下对债权人的所有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全部租金，保证金、零期租金、保险费、期末购买价及租赁合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逾期利息，
损害赔偿金、违约赔偿金、合同解约金，债权人为实现其权益所发生的费用，债务人在租赁合同、转让合同因
任何原因被提前终止、解除或被认定无效、被认定成其他法律关系或无法执行情况下需向债权人承担的任
何性质的返还责任、赔偿责任、或其它任何责任。

（二）公司为大庆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大庆晶科担保的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大庆晶科担保的范围为债权人基于主合同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应付款项及因租金调整而相应调整的款项，主合同无效、被撤
销、解除或主合同法律关系被认定为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时，债务人应当支付、返还、赔偿债权人的全
部款项， 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 支付前述款项所涉及的全部税
费。

（三）公司为梅州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梅州晶科担保的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梅州晶科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是指债权人采取诉讼、仲裁、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等方式实现债权时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公司为珠海伏载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珠海伏载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范围：公司为珠海伏载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
发生的全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
他义务。

（五）公司为安吉晶电、玉环晶源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和不见物回购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安吉晶电、玉环晶源担保的期限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范围：公司为安吉晶电、玉环晶源担保的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其他应付款项均指依据主合同约定承租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保证金、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六）公司为 Jinkoholding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 Jinkoholding担保的期限为签订担保协议起一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 Jinkoholding 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

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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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述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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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33,912.44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换算），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26%， 其中，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96,129.70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2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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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实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筹划再融资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正在筹划的再融资事项初步定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论证，最终
是否能够推进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收盘价为 50.70 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最新
滚动市盈率为 84.14倍；公司所处的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29.24 倍，公司市盈
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2022 年 6 月 22 日、2022 年 6 月 23 日、2022 年 6 月 24 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实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要事项。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暂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三）筹划再融资事宜
公司正在筹划的再融资事项初步定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论证，最终是否

能够推进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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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均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除上述筹划再融资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

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
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
的风险。

2、截至 2022年 6月 24日，公司收盘价为 50.70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最新滚
动市盈率为 84.14倍；公司所处的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29.24 倍，公司市盈率
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正在筹划的再融资事项初步定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论证，最终是
否能够推进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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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032 证券简称：禾迈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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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 本次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光伏发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仅作为双方后续开展正式合作的原则指引，不构成要约或承诺，具体合作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协议
为准。

●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为实现在光伏发电项目领域的深度合作，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迈股份”、“本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4日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主要
内容为本公司与康佳集团拟联合组建合资公司，并以合资公司为平台，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禾迈股份主要从事光伏逆变器等电力变换设备和电气成套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
是微型逆变器细分领域具有一定技术和市场优势的企业； 康佳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家中外
合资电子企业，其具有“科技园区业务群、产业产品业务群、平台服务业务群以及投资金融业务群”四大业
务群，并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市、县、镇级营销网络渠道。 双方基于各自领域经验与资源，拟共同拓展光伏发
电项目，实现双赢互利。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将在双方具体合作事宜明确
后，根据后续合作进展按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周彬
3、 注册资本：2,407,945,408.00元
4、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 28号康佳研发大厦 15-24层

5、 成立日期：1980年 10月 1日
6、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彩电、白电等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工贸业务、环保业务、半导体业务等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康佳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合作内容：本公司拟与康佳集团合作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1、由本公司和康佳集团双方联合组建合资公司，并以合资公司为平台，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2、在合资公司运营过程中，本公司发挥自身在微型逆变器产品、开发设计优势和运维能力，促使光伏项

目尽快落地并获取收益；康佳集团充分发挥其渠道优势和品牌影响力，助推合资公司顺利获得光伏项目。
3、双方开展的光伏发电项目应优先选择在康佳集团及其子公司的产业园区落地建设，康佳集团将积

极协调并统筹安排其范围内的园区资源，推动光伏项目的落地，在同等条件下，园区的光伏项目优先由合
资公司承担实施建设。

4、由合资公司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园区光伏发电项目。 合资公司运营园区光伏项目模式等具
体内容以届时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

5、项目公司作为运营主体，采取以推广建设农村户用光伏电站、工商业光伏电站等模式并进的经营策
略。

（三）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一年，经双方
一致书面协商同意后可以延长。

三、签署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康佳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双方建立扎实的合作基础，共同开拓国内光伏市场领域，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推动产品、开拓市场渠道，更好的体现公司组件级电力电子产品在光伏项目应用中的智
能、安全、高效。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合作框架性协议，仅为双方后续开展正式合作的原则指引，不构成要约或承诺，具体合作

事宜以双方签署的具体业务协议为准。 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如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本次签订的协议不
涉及具体金额和内容，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2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089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2022-037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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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创业大道 3号嘉必优葛店分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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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582,6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58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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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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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易德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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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9人，其中董事王逸斐、张春雨、苏小禾、李春、刘圻以通讯方式参与；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监事姚建铭、吴宇珺以通讯方式参与；
3、 董事会秘书易华荣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翔宇、马涛、耿安锋列席会议。
4、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崔凯律师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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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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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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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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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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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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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82,628 99.4332 400,054 0.5668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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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5,582 99.5959 56,254 0.4041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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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5,578 99.6421 56,254 0.3579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投项目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投资规模并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自
有资金增加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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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428 99.9203 56,254 0.079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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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359,988 47.3642 400,054 52.6358 0 0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3,788 92.5985 56,254 7.4015 0 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3,788 92.5985 56,254 7.4015 0 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703,788 92.5985 56,254 7.4015 0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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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22-023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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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号 C座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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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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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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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本次股东大会增设线上股东大会

会场，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无法到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公司
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
的审议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先生
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蕊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钟敏女士、副总经理李兰女士、总经理

助理沈玥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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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8,507 99.9969 10,120 0.0031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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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8,507 99.9969 10,120 0.003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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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8,507 99.9969 10,120 0.003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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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8,507 99.9969 10,120 0.003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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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9,890 99.9093 10,120 0.0881 300 0.0026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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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8,507 99.9969 10,120 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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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1,480,190 99.9119 10,120 0.0881 0 0.0000

5
关于 2022 年度预
计与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限额的议案

11,479,890 99.9093 10,120 0.0881 300 0.002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第 4、5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第 5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10,228,317 股，为本议案的

关联股东，故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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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所
律师：张倩、陆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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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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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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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5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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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元（含税）
每股转增股份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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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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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998,272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59,999,049.60 元， 转增
239,999,654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439,997,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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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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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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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①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

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5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 0.55元；

②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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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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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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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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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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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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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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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5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
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
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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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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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199,998,272 239,999,654 1,439,997,926

1、 A股 1,199,998,272 239,999,654 1,439,997,926

三、股份总数 1,199,998,272 239,999,654 1,439,997,926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1,439,997,926股摊薄计算的 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 1.40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产权部
联系电话：010-69839412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88177 证券简称：百奥泰 公告编号：2022-034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286号七喜大厦 11楼一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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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975,0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97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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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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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胜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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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6 人，董事邱俊先生、独立董事汪建平先生及独立董事黄德汉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会主席吴晓云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3、 董事会秘书鱼丹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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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64,649 99.8466 109,445 0.1521 1,000 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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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8,169,588 99.3958 109,445 0.5987 1,000 0.00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议案涉及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州七喜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晟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启奥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兴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中科粤创三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横琴中科卓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了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焕彦、江楚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2-034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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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4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 为服务公司发展战略，增强公司主业的核心竞争力及
产业链的协同能力，支持公司通过供应链赋能等不同方式加快连锁零售业务的发展，为加盟门店等产业链
合作伙伴提供融资支持，助力公司打造开放共享的供应链平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投资 20,000 万元设立

融资租赁公司。（详见 2021年 12月 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1-068号公告）
公司已于近期完成融资租赁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山东联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MABQTGFAX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明波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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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2-069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的函有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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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

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并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说明和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江
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要求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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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167 证券简称：炬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1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由徐影女士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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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鉴于张强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财务总监离职的公告》（2022-039），目前公司财务总监职位暂时空缺。 经公司总经理

提名，在公司未正式聘任新的财务总监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由徐影女士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附：人员简历
徐影，女，1984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学硕士。 2009年 7月至

2018年 2月，先后担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运营经理、对外咨询项目经理；2018 年 2 月至
2020年 11月，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财务部高级经理；2020年 11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财务共
享中心高级经理。

证券代码：688028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2-045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申请的科创板并购重组委会议意

见落实函》之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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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下

发的《关于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科
创板并购重组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2〕7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公司已会同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落实函》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根据相关要
求对落实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并购重组委员会审议意见落实问题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后方可实施，最终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注册或不予注册的
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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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