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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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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制药”）、昆明贝克诺顿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贝克销售”）、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曲靖市康桥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靖康桥”）、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辉睿”）、楚雄州虹成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虹成”）。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孙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2022 年 4 月 28 日）至今，
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6,8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53,2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曲靖康桥、大理辉睿、楚雄虹成其他股东也同时与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共同承担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昆药商业、曲靖康桥、大理辉睿、楚雄虹成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

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支持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旗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22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需要，满足相关下属公司融资担保需求，经公司十届四次董事会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 年
度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旗下公司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13 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见《昆药集团关于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2022-011 号）和《昆药集团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22-024号）。

（2）担保概况
为支持旗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2022 年 4 月 28 日至今， 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

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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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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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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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 — — — — 16,800 53,200 67,400 14,200 13.76% — —

注：注 1、注 2、注 3详见第三部分担保协议主要内容注释。
二、 被担保公司情况
1、昆药商业

企业名称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鹏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 10月 20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70971262X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医路 158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销
售；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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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农副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
批发；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企业管理；住房租赁；仪器仪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
医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互联网设备销售；中草药收购；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五金
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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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295,241,360.97 2,324,484,707.82

负债总额/元 1,718,110,411.81 1,735,881,415.53

净资产/元 577,130,949.16 588,603,292.29

资产负债率 74.86% 74.68%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264,852,129.24 979,698,353.17

净利润/元 40,089,488.51 11,472,343.13

2、曲靖康桥

企业名称 曲靖市康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建飞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20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 3月 16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270978536X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嘉园 C11幢 1—6号 C12幢 5—6号

主营业务

中药材，生化药品，中药饮片，抗生素，中成药，生物制品（含血液制品、不含疫苗），化学药制剂，蛋白同化制
剂及肽类激素，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眼镜，农副产
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机械、日用百货，劳保用品，物流设备，化妆品，计生用品，消毒用品，
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销售及配送、信息咨询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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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 60%股权，即其为公司控股 60%的孙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76,699,255.50 200,704,069.35

负债总额/元 126,815,676.91 147,026,315.13

净资产/元 �49,883,578.59 53,677,754.22

资产负债率 71.77% 73.26%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54,531,530.81 139,190,940.66

净利润/元 ��8,316,152.47 3,794,175.63

3、大理辉睿
企业名称 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家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1月 21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901329293822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新区爱民路双创中心大楼 2-14-12号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中成药、中药饮片、生化药品、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含血液制品、不含疫苗）、蛋白同化
制剂及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消毒剂、
实验用科研用品、一次性卫生用品、日用百货（禁止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及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预包装及散装食品、教学仪器设备的批发、零售；仓储服务（矿产品、易燃易爆品及危险化学品除外）；承办会
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生物科技的技术
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及维修；医疗设备租赁;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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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 60%股权，即其为公司控股 60%的孙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23,171,179.52 120,925,905.38
负债总额/元 108,379,147.64 105,329,101.56
净资产/元 14,792,031.88 15,596,803.82
资产负债率 87.99% 87.10%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74,955,441.30 41,360,985.80
净利润/元 5,232,464.58 804,771.94

4、楚雄虹成

企业名称 楚雄州虹成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培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4月 13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300799875691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东波路东南侧观音山村小组北侧

主营业务

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不含血液制品、不含疫苗），中成药、化学要制剂、生化药品、抗生素、蛋白同化
制剂及肽类激素、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食健字保健
品、预包装食品、劳保用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洗化用品、消毒用品、化妆品、保健用品、计划生育用品批
发、零售及售后服务；眼镜零售；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货运运输；市场
调查、其他专业咨询；市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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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 60%股权，即其为公司控股 60%的孙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74,620,708.35 193,736,534.32

负债总额/元 153,768,594.72 172,866,931.51

净资产/元 20,852,113.63 20,869,602.81

资产负债率 ����88.06% 89.23%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41,697,155.60 16,621,150.64

净利润/元 ��1,986,167.88 -707,679.00

5、贝克制药

企业名称 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瞿晓茹

注册资本 852.7898万美元 成立日期 1992年 7月 30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622600393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西郊七公里

主营业务
生产和销售各类中西药、吉娜舒润剂，包括原料药及半成品；开发生产中药新产品；引进，研制制药新技术；
新产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与推广。（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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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直接持有其 99%股权，间接持有 1%股权，合计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656,063,493.36 628,956,383.87

负债总额/元 231,685,709.37 189,150,595.80

净资产/元 ����424,377,783.99 439,805,788.07

资产负债率 �������35.31% 30.07%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593,655,602.31 135,357,866.60

净利润/元 �����40,433,425.85 15,428,004.08

6、贝克销售

企业名称 昆明贝克诺顿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1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12月 14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19405340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滇中新区临空产业园 19号地块云南滇中新区医疗器械产业园内 14栋厂房 2层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化妆品、消毒剂、消毒器械、卫生用品、日用百货、机电产品、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仪器仪表、水暖器材、工矿配件、汽车及摩托车配件、橡胶
及制品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金融、期货、房地产）；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销策划与推广；技术推广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贝克制药持有其 100%股权，即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88,764,929.51 283,942,447.81

负债总额/元 174,890,881.82 147,840,140.60

净资产/元 113,874,047.69 136,102,307.21

资产负债率 �60.56% 52.07%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51,911,836.68 106,486,130.49

净利润/元 �11,347,804.40 22,228,259.52

其他说明：上述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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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违约赔偿或其他赔偿，为实现债权
发生的费用

不涉及2 交行昆
明分行 2,400

2022-7-1 至 2023-7-1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主债权下产生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发生的费用

3
光大银
行昆明
分行

1,000
2022-7-18 至 2023-7-
17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主债权下产生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发生的费用

4 曲 靖 康
桥

交行曲
靖分行 2,000

2022-5-26 至 2023-5-
26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主债权下产生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发生的费用

注 1

5 大 理 辉
睿

光大银
行昆明
分行

600
2022-6-22 至 2023-6-
21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全部本金及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

注 2

6 楚 雄 虹
成

楚雄市
农信社 1,800

2022-4-29 至 2023-4-
29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补偿金、为实现债权和相关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

注 3

7 贝 克 制
药

汇丰银
行昆明
分行

2,000
2022-6-22 至 2023-4-
29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债权期内产生的全部本金及利息、 损害
赔偿、违约赔偿或其他赔偿，为实现债权
发生的费用

不涉及

8 贝 克 销
售

汇丰银
行昆明
分行

2,000
2022-6-22 至 2023-4-
29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保
证

债权期内产生的全部本金及利息、 损害
赔偿、违约赔偿或其他赔偿，为实现债权
发生的费用

不涉及

注 1：曲靖康桥的自然人股东蒋建飞、胡强、陈德仲提供共同担保。
注 2：大理辉睿的自然人股东田洁、王丁睿提供共同担保。
注 3：昆药商业及其自然人股东苏培敏按其持股比例，分别为楚雄虹成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体系内下属公司 2022 年度生产经营需要， 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公司
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
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十届四次董事会全票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并发表意见：本次担保计划事项

是为满足公司及相关下属公司 2022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被担保人主
要包括:（1）公司全资子/孙公司或控股子公司；（2）昆药商业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
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认为该等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总体担保风险可控；该
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相关下属公司 2022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相关
公司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 被担保人主要包括：（1）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2）昆药商业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公司或昆药商业对该等公司均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能有效控制和
防范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事项相关决策表决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项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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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人民币 7.12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4.8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94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2.42%，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155 证券简称：先惠技术 公告编号：2022-068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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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945,500 股，限售期为自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本公司”或“先惠技术”）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11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0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先惠

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63 号），先惠技术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910,000股，发行价格为 38.77元/股，并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75,630,03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8,430,59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7.26%，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7,199,4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4%。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 1 名，即东兴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限售股数量为 945,500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数的 1.24%，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2年 8月 11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 12月 2日，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新增股份共

计 358,000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归属前的 75,630,036
股变更为归属后的 75,988,036股。

2022年 4月 27日，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新增股
份共计 340,10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归属前的
75,988,036股变更为归属后的 76,328,13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
告出具日，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
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其承诺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的如下类型的战略投
资者：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二）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

（三）本公司参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四）本公司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但为进行证券出借交易或转

融通业务的情况除外）；
（五）本公司不得参与本次发行并上市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

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六）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七）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限售期届

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八）本公司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

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九）本公司为东兴证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属于自营投资机构。 本公司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新

股申购，不涉使用产品募集资金或私募备案等事宜。 经核查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
期的财务报告，本公司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十）本公司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司其他自营业务、本公司的母公司自营、资产管
理、公募基金等其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 上述专用证
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
出和收回获配股票，不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先惠技术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945,5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945,500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

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1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945,500 1.24% 945,500 0

合计 945,500 1.24% 945,5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945,500 24

合计 - 945,500 -

六、 上网公告文件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2-031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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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欧普”）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

明”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隆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担保金额：为苏州欧普提供主债权总额合计不超过 4,000 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的担保；为乾隆

科技提供主债权总额合计不超过 900万元人民币担保。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实施后， 公司为苏州欧普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76 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的其他货币），为乾隆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乾隆科技 2021年底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公司本次为其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不超过 900万元人民币，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于 2022年 7月 27日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中国）”）签署《保证函》，公

司为苏州欧普提供主债权总额合计不超过 4,0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担保；另，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9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公司为乾隆科技提供主债权总额
合计不超过 900万元人民币担保。

（二）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2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他公司管理层成员决定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有关的一切事宜， 包括
签署、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超出授权范围外的其他事项，公司将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关于 2022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
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点：吴江市汾湖经济开发区汾杨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马秀慧
4、注册资本：28,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电光源、照明器具、电子控制系统、电器开关及其配件的研发及技术转让、生产、销售；模具

制造、加工、销售；计算机工具软件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自有房屋租
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开发、设计和生产金属墙体、PVC 复合板材、金属天花板、吊顶龙骨；销售公司自产
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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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金属结构
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五金产品批发；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
造装备制造；规划设计管理；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电气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照明器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电气设备修理；电气机械设备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
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交通设施维修；专业设计服务；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
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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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 153,098.64 万元，总负债为 64,492.34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42.12%；营业收入为 238,242.34 万元，净利润为 7,383.02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6,918.58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63,592.61万元。 2022年 3月底，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89,766.14万元，总负债为 100,486.71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52.95%；2022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46,831.52 万元，净利润为 673.13 万元；2022 年 3 月底，银行
贷款总额为 6,918.5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99,689.94万元。

（二）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999号 3号楼 3楼西办公室

3、法定代表人：许斌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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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科技、智能科技、电器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动化控制设备、电器设备的生产（限
分支机构），自动化控制设备、电器设备的研发、销售、安装，节能管理服务，系统集成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电气设备、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照明器具、电气
机械设备的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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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被担保人财务情况：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 13,387.20万元，总负债为 12,337.73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92.16%； 营业收入为 8,463.04 万元， 净利润为 61.15 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2,158.06万元。 2022年 3月底，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4,039.14万元，总负债为 13,299.1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4.73%；2022年 1-3月营业收入为 1,893.04万元，净利润为-309.45万元；2022年 3月底，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3,135.79万元。乾隆科技 2021年底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花旗（中国）签署的《保证函》
担保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债权人：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主债权总额不超过 4,0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
担保期间：自签署之日起算，至以下更晚的日期起满三年之日终止：该等协议下的最后一个还款日或

提前终止应付额付款日。
担保范围：融资协议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协议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
（二）与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担保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主债权总额不超过 9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间：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融资协议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协议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 2022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孙/子公司提供担保，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对其控股

情况，认为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对上述公司进行担保，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对 2022年度公司
的全资孙/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等事项提供担保进行授权，授权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30亿元，授权期限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担保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

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
2、此次关于 2022年度总担保额度的授权，系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及满足公司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作为独立董事，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此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 2022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75 亿元，均为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57%，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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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2,167,056.44元
●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如不服此判决，可依法提起上

诉，因此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判决结果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 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款项全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

近日，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或“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朝阳法院”）于 2022年 7月 29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京 0105 民初 85158 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国旅联合
被告：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盈博讯彩”）
（二）诉讼基本情况
原被告双方达成合意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第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 1,680,000 元，按照年

利率 6%计算利息，自原告实际提供借款之日起计息。原告分别于 2018年 6月 12日提供借款 97万元，2018
年 6月 15日提供借款 40万元，2018年 8月 9日提供借款 15万元，2018年 9月 14日提供借款 16 万元。 约
定借款期限自原告实际提供借款之日至 2019年 6月30日，逾期还款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8%计息。

第二份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 100,000元，按照年利率 6%计算利息，自原告实际提供借款之日
起计息。 原告于 2019年 4月 19日提供借款，约定借款期限自 2019年 4月 19日至 2020年 4月 30日，逾期
还款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8%计息。 被告一直未归还借款，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被告均置之不理，
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2021年 10月 20日，公司收到朝阳法院关于该项诉讼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21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临 081的《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三）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与原告第一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 1,680,000 元，以及第二份借款合同项下借

款本金 100,000元。
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第一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利息共计 101,947.4 元（以 1,680,000 元为本金，分四批

借出。 以每笔借款实际提供之日为起算时间，按年利率 6%计算利息，分别计算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以及
第二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利息 6,213.7元（以 100,000元为本金，自实际提供借款之日即 2019 年 4 月 19 日，
按年利率 6%计算利息，计算至 2020年 4月 30日）。

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第一份借款合同项下逾期利息 269,536.44 元（以 1,680,000 元为本金，自逾期还款
之日即 2019年 7月 1日，按年利率 8%计算利息，现暂计算至 2021年 7月 1日）。 以及第二份借款合同项下
逾期利息 9,358.9元（以 100,000 元为本金，自逾期还款之日即 2020 年 5 月 1 日，按年利率 8%计算利息，现
暂计算至 2021年 7月 1日）。

4、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根据朝阳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京 0105民初 85158号]，朝阳法院对本案判决如下：
一、 被告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合计 178万元；
二、 被告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期内利息合计 107,868.5元；
三、 被告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逾期利息（以 168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止；以 1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5月 1日起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 8%计算）；

四、驳回原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136.46 元，公告费 260 元，由被告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如不服此判决，可依法提起上诉，因此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判决结果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款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 0105民初 85158号]。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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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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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能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因业绩考核目标未完
成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65,6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同时，鉴于《激励
计划》中的 1名激励对象现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拟对上
述 1名人员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9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161,600股 1,161,600股 2022/8/5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 公司于 2022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并因公司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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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9）。

（二）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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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截至本公告日，公示期已满 45 天，在
此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申报。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依据《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到期而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
注销。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
注销该 1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96,000股限制性股票。

2、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依据《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1 年至 2023 年，共 3 个
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1年审计报告》（苏公 W[2022]A657 号），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161.04万元，未满足“以 2020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0%”的业绩考核
目标。 公司拟回购注销因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65,600 股限
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35名激励对象，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161,600 股。 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实际回购价格以授予价格加实际利息支付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4,262,4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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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并已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35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 1,161,6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该部分股份将于 2022年 8月 5日完成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24,000 -1,161,600 4,262,4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4,332,000 0 1,284,332,000
总计 1,289,756,000 -1,161,600 1,288,594,4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
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
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回购注销安排均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履行股份注销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869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22-042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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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
励，本次回购期限自 2022年 5月 4日起 12个月。 公司 2022年 5月 5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
的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详情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7月公司回购股份 5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1%，成交的最高价为 7.72元/股，成交
的最低价为 7.6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322,599.50元（不含佣金、其他费用等）。

截至 2022年 7月 31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048,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1%，成交的最高价为 8.25 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7.60 元/股，支付
的总金额为 16,086,912.5 元（不含佣金、其他费用等），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
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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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2-032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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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实施 2022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
划”）。 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日、2022年 6月 11日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号）、《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号）。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由于管理机构发生变更，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完成证券账户开立、尚未开始
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 H股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严格遵守交易期间限制，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857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 2022-0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

及信托登记办理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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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石油集团）通知，中石油集团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7中油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以下简称 17 中油 EB 专户）作为中石油集
团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及信托财产登记的剩余未交换的 2,051,487,972 股本公司 A 股股票的解除
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

上述股票办理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后，中石油集团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48,933,827,108股 1，持股
比例为 81.38%；17中油 EB专户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1 此数不包括中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 间接持有的 H 股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2-27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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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徐小娟女士的书面辞
职报告，徐小娟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徐小娟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徐小娟女士的原定
任期为 2020年 6月 19日至 2023年 6月 18日。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徐小娟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
低于法定人数或者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 士，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徐小娟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完成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徐小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2%,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 其离任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届满前离任董事、高管的股份变
动的相关规定。

徐小娟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徐小娟女士在独立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1219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2-041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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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焦健女士的辞职报告，因工作需要，
焦健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焦

健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焦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焦健女士辞去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低于法定人数，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尽快履行董事的补选程序。
公司对焦健女士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