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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589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6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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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5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
事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 会议由董事长唐一林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29）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9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
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29 ）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公司代码：605589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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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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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21]2349 号”文《关于核准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A 股）8,106.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4.01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1,946,250,6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06,417,454.4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839,833,145.5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出具了 XYZH/2021JNAA6058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264,406,003.74 元，募集资金专户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余额为 379,333,247.08 元（包括活期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的净额 3,906,105.23 元）。 2022 年上
半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55,809,313.93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金额为
1,420,215,317.67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360,000,000.00 元，收到的现金管理累计收益和银行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 6,238,417.75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5,856,245.67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
范运作》的规定，本公司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资金使用情
况的监督和报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
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21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章丘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602004129200271961）。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科创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
支行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86611746101421007005）。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2021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37940188000081324）。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232544639088）。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圣泉集团

60558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庆文

巩同生

0531-83501353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工业经济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工业经济开
发区圣泉集团
发区圣泉集团

电子信箱

sqzqb@shengquan.com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存款利息扣除
合计
手续费净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
1602004129200271961
支行

15,406,400.00

1,948,762.07

17,355,162.0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 86611746101421007005

18,482,049.63

1,092,370.04

19,574,419.6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37940188000081324

17,997,035.62

1,198,977.28

19,196,012.9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7,732,342.67

1,998,308.36

9,730,651.03

59,617,827.92

6,238,417.75

65,856,245.67

合

232544639088

计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3,983.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酚醛高端复
合材料及树
无
脂配套扩产
项目

募 集
截至期 本 年
资 金 调整后
末承诺 度 投
承 诺 投资总
投入金 入金
投 资 额
额(1)
额
总额

91,84
7.00

15,8
91,847. 91,847.
93.4
00
00
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580.9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2,021.53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1)

87,073.7 -4,
6
773.24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2)/
(1)

94.80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不适用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2,20
7.95

项目可
是否
行性是
达到
否发生
预计
重大变
效益
化

不适
否
用

铸造用陶瓷
过滤器、冒口
生产线自动 无
化改造及扩
产项目

14,41
4.00

14,414. 14,414. 68.2
00
00
0

1,614.30

-12,
799.70

11.20

不适用

不适 不适
否
用
用

科创中心建
无
设项目

14,55
1.14

14,551. 14,551. -51
14
14
7.94

10.5

-14,
540.64

0.07

不适用

不适 不适
否
用
用

高端电子化
无
学品项目

15,23
0.00

15,230. 15,230. 137.
00
00
26

-9,
5,381.80
848.20

35.34

不适用

不适 不适
否
用
用

补充流动资
无
金

47,94
1.17

47,941. 47,941.
17
17

47,941.1
0
7

100.00

不适用

不适 不适
否
用
用

142,021. -41,
53
961.78

—

—

—

183,98 183,98
3.31
3.31

合计

183,98
3.31

15,5
80.9
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报告号为 XYZH/2021JNAA60597 的《关于济南圣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鉴
证报告》，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为人民币 706,774,280.78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sqzqb@shengquan.com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12,438,683,377.23

13,646,713,835.03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8,262,021,343.74
资产

7,943,323,060.48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4.01

上年同期

4,778,241,498.9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083,414,09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332,287,113.81
利润

17.02

372,187,627.40

-1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313,193,039.02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578,112.30

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74,093,177.65
净额

-1,244,241,191.8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 益率
4.1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43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减少 2.33 个百分点

0.54

0.43

-20.37

0.54

-20.37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60,000,000.00 元。
三、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531-83501353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31,00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唐一林

境内自然人 18.13

济南舜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舜腾产发 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其他
（有限合伙）

持有有限售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条件的股份
份数量
数量

持 股 比 例 持股
(%)
数量
140,482,995

4.29

33,259,423

140,482,995

无

33,259,423

0

唐路林

境内自然人 2.22

17,226,962

17,225,962

无

0

祝建勋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4,926

13,634,926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55

12,000,000

0

无

0

唐地源

境内自然人 1.54

11,927,802

11,927,802

无

0

江成真

境内自然人 1.46

11,331,922

11,331,922

无

0

孟庆文

境内自然人 0.94

7,316,440

7,316,440

无

0

孟繁亮

境内自然人 0.92

7,112,310

7,112,310

无

0

柳飞

境内自然人 0.71

5,500,000

5,5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唐一林、唐地源系父子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8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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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本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 金的 议 案》， 公 司 拟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20,000.00 万 元 及
22,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若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
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确保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 2022 年 4 月 20 日及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已将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6,00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剩余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到期。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酚醛树脂
铸造用树脂

174,289.60

173,684.10

168,861.96

64,576.64

63,116.65

104,550.59

电子化学品

29,107.31

28,009.10

62,458.60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2 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 2021 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
变动比例（%）
/ 吨）
/ 吨）

酚醛树脂

9,722.36

7,786.08

24.87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65,856,245.67 元，为尚
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及取得的利息收入。

铸造用树脂

16,564.66

12,693.93

30.49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开立的专项账户， 将继续用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电子化学品

22,299.39

20,873.43

6.83

（二）2022 年半年度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589

0

无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主要原料

2022 年半年 度平均 采购 单价 （元 / 2021 年半年 度平均 采购 单价 （元 /
变动比例（%）
吨）
吨）

苯酚

9,596.58

7,281.61

31.79

糠醛

14,035.15

10,402.57

34.92

甲醇

2,428.00

2,155.79

12.63

聚合 MDI

16,560.25

16,191.02

2.28

环氧氯丙烷

16,158.76

10,785.08

49.83

公告编号：2022-027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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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称“本次会议”）通知
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2 年 8 月 5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德行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单笔最低赎回份额 、
赎回后最低保有份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的有
关规定，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8 月 9 日起，调整本公司旗下华
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的单笔最低赎回份额、赎回后最低保有份额。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7873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007874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

012537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012538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

股票代码：600995

以上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经
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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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并购重组委 2022 年第 13 次工
作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定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上午 9：00 召开 2022 年第 1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光信息”）、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飞宠物”）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购。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海光信息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源飞宠物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
募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光大银行”）的重大关联方。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参与海光信息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网下申购情况
海光信息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00 元/股，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
价报价情况，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
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
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海光信息本次发行网下申购的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0,561

1,100,196.00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润元大臻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3598）、华润元大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646）、华润元大富时中国 A5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35）参与了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凯格精机：301338）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购。 凯格精机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鉴于本次发行定价合理，具有一定投资价值，经本公司审慎研究，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上述基金参与了本次发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证券名称

基金名称

获配价格（元）

获配数量（股 / 份）

获配金额（元）

301338

凯格精机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 A5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3

1797

83255.01

301338

凯格精机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3

2140

99146.2

301338

凯格精机

华润元大臻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3

1669

77324.77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6 日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25

力帆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产销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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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产销数据如下：
生产（辆）
产品名称

汽车整车
合计

销售（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新能源汽车

2,659

其他
车型

2,558
5,217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4331.67%

6,155

2635.56%

3,513

-

16,060

14909.35%

-

9,533

79341.67%

1,905

-

6,871

114416.67%

8595.00%

15,688

6519.41%

5,418

-

22,931

20192.92%

注：1.新能源汽车销量包含由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及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本公司对外销售的车型。
2.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2 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力 帆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获配数量
（股）

二、调整方案
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赎回上述基金时，单笔赎回份额由不得低于 1 份调整为 0.01 份，赎回后在
销售机构最少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由 1 份调整为 0.01 份。 投资者赎回上述基金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
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0.01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如投资者没有全部赎回，登记机构
将作强制赎回处理。
三、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调整上述基金单笔最低赎回份额、赎回后最低保有份额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
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上述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2、 各销售机构可根据业务情况设置高于或等于本公司设定的上述基金的单笔最低赎回份额、赎
回后最低保有份额,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时,请遵循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定。
3、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咨询有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获配金额
（元）

称“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
项。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的承诺函》。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文山
电力，股票代码：600995）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日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
公告并复牌。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7,092

975,312.00

华夏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2,620

1,534,320.00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3,942

1,581,912.00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9,470

2,140,920.00

华夏安阳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5,352

1,272,672.00

华夏兴源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4,278

1,234,008.00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1,139

1,121,004.00

华夏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8,732

1,754,352.00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3,623

850,428.00

华夏沪港通上证 50AH 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海光信息

44,768

1,611,648.00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海光信息
金

70,208

2,527,488.00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永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6,833

1,685,988.00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科技龙头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1,546

1,495,656.00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5,010

1,980,360.00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8,479

2,105,244.00

华夏新锦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3,771

1,935,756.00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9,570

1,064,520.00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兴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海光信息

57,075

2,054,700.00

华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海光信息

32,708

1,177,488.0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60,874

2,191,464.00

华夏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4,349

1,956,564.00

华夏常阳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5,836

2,010,096.00

华夏永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4,272

1,593,792.00

华夏稳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3,369

1,201,284.00

华夏线上经济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0,891

1,112,076.00

华夏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3,534

1,207,224.00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8,072

1,730,592.00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9,470

2,140,920.00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7,080

1,694,880.00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5,511

1,638,396.00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7,835

1,002,060.00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鸿阳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65,995

2,375,820.00

华夏新兴经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8,573

1,388,628.00

华夏时代前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2,951

1,546,236.00

华夏中证 500 指数智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51,045

1,837,620.00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9,900

1,076,400.00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4,366

877,176.00

华夏永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6,343

1,308,348.00

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9,157

1,049,652.00

华夏永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源飞宠物

434

5,950.14

华夏高端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41,546

1,495,656.00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源飞宠物

434

5,950.14

华夏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70,208

2,527,488.00

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23,705

853,380.00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光信息

38,738

1,394,5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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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及范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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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2022 年 1 月 17 日分别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资金额度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为了提高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增加现金资
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范围进行调整，将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
额度由原来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调整为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范围由原“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等”调整
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
由财务负责人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
该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1、投资目的：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
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2、投资额度：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共同使用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60,000 万元进行投资。 在前述投资额度内，各投资主体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范围：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4、资金来源：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5、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6、实施方式：在上述额度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财务负
责人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7、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现金管理的风险分析
1、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虽不属风险投资，但理财产品本身存在一定风险，且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3、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稳健的投资品种。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2）财务负责人组织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由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
合同。 公司财务部要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
算工作；
（4）财务部于发生投资事项当日应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确保资金安全；
（5）公司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定期对相关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6）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须对理财业务事项保密，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
司的理财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业务有关的信息。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公
司将遵循“资金安全、防范风险、规范运作”的原则，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通过适度的现金管理，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拟购买的产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
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受到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
抗力风险等风险影响而使收益产生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阶段性现金
流充裕， 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
围，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
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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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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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以
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余静渊主
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徐小平先生、朱亦群女士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2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徐小平先生、朱亦群女士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2 票。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 2022 年 8 月 6 日（本周六）9:00
至 21:00 进行系统停机维护。 届时本公司官方网站、网上交易、网上查询、微信、官方 APP、客服电话等
系统将暂停服务。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二、参与源飞宠物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网下申购情况
源飞宠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71 元/股，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综合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公司、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公司旗下部分中国光大银行托管的公募基金参与源飞宠物本次发行网下申购
的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华夏科技龙头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源飞宠物

获配数量
（股）
434

获配金额
（元）
5,950.14

华夏圆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源飞宠物

434

5,950.14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 二 年 八 月 六 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公司 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办理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宜时，
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
宜时，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授权董事会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将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份额直接调减；
（5）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向证券交易所提出授予申
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等；
（6）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数量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
权利授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7）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是否可以解除限售；
（8）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
易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
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9）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所涉相关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处理，办
理已身故（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0）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
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 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
股东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1）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1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
使的权利除外。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
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
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3.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独立财务顾问、收款银行、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
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中，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
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
接行使。
公司董事徐小平先生、朱亦群女士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2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梦天家居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额度及范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梦天家居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0 票。
特此公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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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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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以
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胡存积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 3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实施本次
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机制，完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机制，使员工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
体，有利于提升员工积极性与创造力，从而提升公司生产效率与水平，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制定有利于保障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顺利实施与规范运行，且其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
操作性，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激励对象具有激励约束效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调整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范围，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短期收益，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6 日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