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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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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全体

董事书面一致同意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陈亚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85617895.28 元。 扣除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计提的法定盈余公
积金 0.00 元，当期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485617895.28 元。

充分考虑到公司目前处于发展期，资金需求大，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兼顾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董事会提议，2021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 2022� 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及发展需要，在与金融机构充分协商的基础

上，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最终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批准后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向金融机构申请发放贷款。

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申请、借款、融资租赁、提供资产抵押等
担保、提供反担保或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为担保等相关手续。

公司拟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前述事宜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2022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陈亚生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 2022 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及发展需要， 在与金融机构充分协商的基础

上，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伟雄、陈娜娜夫妇为公司在上
述范围内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
证、股权质押、向委托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等。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期限、担保方式
和具体金额以其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且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也不需要公司向其提供反担保。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陈伟雄、陈娜娜为公司 2022 年度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关联董事陈亚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 2021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服务工

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工作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审计工作。根
据该所工作质量及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 公司拟继续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2 年度的审计机构，负责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十二）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十三）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予以消除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董事会对前期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进行了专项说明， 董事会认真审阅了专

项说明，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对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

（十四）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亚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监事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公告》。
（十五）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亚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召集人、 审计委

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同意选举卢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同意选举杨继慧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意选举刘志伟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同意选举刘秀军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监事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公告》。

（十六）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亚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刘志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柯海虹女
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监事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公告》。
（十七）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晓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监事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公告》。
（十八）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晓敏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监事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公告》。
（十九）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及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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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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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 年 6 月 30 日，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经与会的监事充分讨论与审议， 形成以下决

议：
(一)�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我们在审核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后认为：
1、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2、公司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公司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3、公司年报编制过程中，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行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21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拟定的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到公司目前处于发展期，资

金需求大，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兼顾股
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分红方案履行了相关
的审议程序。 因此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预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执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建立各项内部控制制

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未严格遵循内部控制制
度的情况。 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
会和管理层采取相关的整改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存在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
形。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相关的整改措施，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 )�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九 )�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的调整符合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真实

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十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予以消除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的

专项说明。
(十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杨翠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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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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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028,168.57 42,043,880.54 -7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1,581,020.11 -16,276,496.16 -9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1,891,096.49 -17,270,970.11 -8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246,191.67 -40,520,214.21 94.4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6 -0.03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6 -0.03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9% -0.80% -13.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1,216,540,442.71 1,242,295,280.95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 197,677,416.29 229,258,436.40 -13.78%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92,948.65 设备、使用权资产处置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76,314.51 政府补贴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299.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990.25
合计 310,076.38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3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伟雄 境内自然人 23.37% 125,751,987 94,313,990 质押 125,751,987
陈娜娜 境内自然人 14.75% 79,349,026 59,511,769 质押 79,349,026
王希坪 境内自然人 1.55% 8,323,512 0
倪秋萍 境内自然人 1.39% 7,474,400 0
深圳市 京信国
投基 金管理 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6% 6,219,056 0

杨朱凤 境内自然人 0.92% 4,961,650 0
俞元省 境内自然人 0.60% 3,245,300 0
司家六 境内自然人 0.60% 3,237,400 0
丁晓丹 境内自然人 0.57% 3,082,125 0
林宝云 境内自然人 0.50% 2,687,45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伟雄 125,751,987 人民币普通股 125,751,987
陈娜娜 79,349,026 人民币普通股 79,349,026
王希坪 8,323,512 人民币普通股 8,323,512
倪秋萍 7,4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4,400
深圳市京信国投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6,219,056 人民币普通股 6,219,056

杨朱凤 4,961,650 人民币普通股 4,961,650
俞元省 3,24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5,300
司家六 3,2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7,400
丁晓丹 3,082,125 人民币普通股 3,082,125
林宝云 2,687,450 人民币普通股 2,687,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陈伟雄、陈娜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它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 无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6,932,195.65 42,282,623.7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8,499,180.78 128,124,183.98
应收款项融资 2,200,000.00 312,859.00
预付款项 5,074,562.55 2,566,171.1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28,297,090.21 428,114,242.3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7,175,187.16 36,507,168.5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5,936,296.37 62,881,599.76
流动资产合计 684,114,512.72 700,788,848.5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50,073.07 1,450,073.0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24,727,037.58 127,703,170.55
在建工程 74,842,373.04 74,342,373.0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291,593.26 2,200,805.52
开发支出 157,747,840.62 158,870,250.85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777,261.05 1,877,713.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939,751.37 72,412,045.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2,650,000.00 102,65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32,425,929.99 541,506,432.41
资产总计 1,216,540,442.71 1,242,295,280.9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89,435,408.61 781,417,721.1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3,993,569.83 48,601,094.6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1,031,954.35 485,645.5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4,664,457.46 5,221,331.39
应交税费 744,821.63 3,338,931.23
其他应付款 133,042,404.49 138,117,658.62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43,772.30 1,735,079.76
其他流动负债 1,434,154.06 63,133.92

流动负债合计 985,390,542.73 978,980,596.2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368,172.13 541,990.12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4,179,778.78 14,179,778.78
递延收益 9,005,895.30 9,307,070.3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264,281.08 15,373,052.68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818,127.29 39,401,891.90
负债合计 1,024,208,670.02 1,018,382,488.1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37,989,106.00 537,989,10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27,988,697.93 1,127,988,697.9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4,717,437.89 -4,717,437.89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7,712,289.76 77,712,289.7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41,295,239.51 -1,509,714,219.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7,677,416.29 229,258,436.40

少数股东权益 -5,345,643.60 -5,345,643.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2,331,772.69 223,912,792.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16,540,442.71 1,242,295,280.95

法 定 代 表 人 ： 陈 伟 雄 主 管 会 计 工 作 负 责 人 ： 柯 海 虹
会计机构负责人：柯海虹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0,028,168.57 42,043,880.54
其中：营业收入 10,028,168.57 42,043,880.5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6,644,930.16 64,968,224.70
其中：营业成本 14,804,586.18 41,451,461.8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51,793.17 627,136.15
销售费用 2,120,274.59 2,595,397.61
管理费用 11,429,855.62 11,567,390.79
研发费用 391,450.91 1,268,562.34
财务费用 7,446,969.69 7,458,275.96

其中：利息费用 6,347,462.31 7,553,131.45
利息收入 31,270.33 118,009.55

加：其他收益 476,314.51 822,637.58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

列） -2,373.57 777.77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 （损失以 “-”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
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5,411,124.96 -706,312.63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15,620.09 3,761,155.20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7,887.6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31,538,325.52 -19,038,198.59
加：营业外收入 1,740.00
减：营业外支出 -48,683.19 3,194.18

四 、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
列） -31,487,902.33 -19,041,392.77

减：所得税费用 93,117.78 -2,432,796.9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31,581,020.11 -16,608,595.79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31,581,020.11 -16,608,595.79

2. 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1,581,020.11 -16,276,496.16

2.少数股东损益 -332,099.6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

4.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
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2.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3.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
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1,581,020.11 -16,608,595.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31,581,020.11 -16,276,496.1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332,099.6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6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6 -0.03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

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 定 代 表 人 ： 陈 伟 雄 主 管 会 计 工 作 负 责 人 ： 柯 海 虹

会计机构负责人：柯海虹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30,104,546.45 31,558,465.58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
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
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
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
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0,348.26 42.5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650,367.19 37,987,065.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775,261.90 69,545,573.42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0,191,947.50 32,570,910.1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
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
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
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9,270,885.07 10,892,115.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35,372.08 2,322,163.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2,123,248.92 64,280,599.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021,453.57 110,065,78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6,191.67 -40,520,214.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94,777.77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55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913,327.77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55,362.00 3,557,022.85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5,362.00 3,557,022.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362.00 37,356,304.9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
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760,138.8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760,138.8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400,000.00 700,000.00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33,794.44 7,291,641.7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5,080.00 154,230,075.3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48,874.44 162,221,717.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8,874.44 -109,461,578.2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5,345.8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50,428.11 -112,610,141.7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42,282,623.76 162,236,863.1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932,195.65 49,626,721.47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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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股票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违规将 4.7 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

款提供质押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35%，且未能在 2021 年 4 月 6 日前妥善
解决违规对外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上市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二）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4 月 8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因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四） 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
证报告”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均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3、本次变更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后，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 柏龙”，股票代码仍为
“002776”。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股票代码、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以及日涨跌幅限制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股票简称：“ST 柏龙”；
3、股票代码仍为：“002776”；
4、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 年 7 月 4 日；
5、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不停牌；
6、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二、变更风险警示情形的原因
2022 年 4 月 19 日，公司部分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8.1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补选公司董事的相关议
案，公司完成了董事会成员补选工作，上述风险谨慎情形已消除。 关于补选董事相关事项详见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及监事补选完成的公告》。

三、公司目前存在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公司违规将 4.7 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9.35%，且未能在 2021 年 4 月 6 日前妥善解决违规对外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对其股票
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二）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的规定，公司股
票自 2021 年 4 月 8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因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四） 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
证报告”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均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三、公司说明
1、关于公司违规使用 4.7 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他方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事项解决方案如下：
（1）公司目前正通过司法手段解除担保责任，并向银行追偿划扣资金。
（2）公司积极督促被担保方履行还款义务。
（3）该担保事项造成的公司损失，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以自有资产进行弥补。
2、关于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事项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整改：
（1）公司将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充分发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加强内部审计部

门对公司财务报表编制情况、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及时识别财务风险。 同时，贯
彻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将相关重要事项、重大风险及时向董事会和管理层反馈，最大程度
上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2）公司将加强相关培训学习。 公司将定期和不定期的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各部门有关人员参加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专项培训，组织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参加证券法律法规和最新监管政策培训，强化公司治理
与内部控制意识，切实提升公司治理及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与财务人员的专
业培训力度与团队建设，不断提高基础会计核算水平与财务报告编制质量，提升合规意识，强
化关键管理岗位的风险控制职责。

（3）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 公司将在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审核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对涉
及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情况的审核和监督，以谨慎性为原则，审慎披露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并及时与相关机构与监管部门进行充分沟通，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
情权。

四、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互动易等方式接受投资者咨

询，联系方式如下：
1、联系电话：0663-2769999
2、电子邮箱：bobaolon@163.com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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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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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2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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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

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
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柏堡龙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为便于股东进行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编码如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 以投
票

100.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2.00 《关于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3.00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4.00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
7.00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
8.00 《关于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2 年 7 月 20 日（8:30－11:30，14:30－17:00）
2、登记地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柏堡龙证券部
邮政编码：515300
联系人： 刘志伟
电话：0663-2769999
传真：0663-2678887
E-mail：bobaolon@163.com
4、会议费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5、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能证明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2 年 7 月 20 日 17：00 前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 来信请寄：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柏堡龙证券部。 邮编：
515300，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 特别提示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为减少人群聚集、保护股东健康，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注意事项等具体内容提示如下：
1、 鉴于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根据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和要求，为降低公共卫

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 为保护股东健康，降低感染风险，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将按公司防疫要求对进入人

员进行防疫管控，参加现场会议人员需登记并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及“符合防控
规定的核酸阴性证明”。 如不配合防疫工作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场。

3、 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自备个人防疫用品，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76；投票简称：柏龙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受

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
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 以投
票

100.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2.00 《关于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3.00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4.00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
7.00 《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
8.00 《关于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签字委托人为单

位的加盖单位公章）,如授权委托书为两页以上，请在每页上签字盖章。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 ___________
委托股东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002776� � � � � � � 证券简称：ST 柏龙 公告编号：2022-042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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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 柏龙、股票代码：002776）自 2022 年 7 月 4 日开市起
复牌。

一、停牌情况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柏堡龙”）原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和 2022 年一季度报告， 现由于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8.3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前及停牌期间，公司就停牌事项、定期报告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了相关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披露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告。

二、进展情况
本公告披露同日公司已披露了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和 2022 年一季度报告。
三、复牌依据及日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 - 停

复牌》 的有关规定，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 柏龙、 股票代码：
002776）自 2022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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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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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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