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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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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沃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荔 杨永祥

电话 0871-68312779 0871-68312779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园路 99 号鼎易天城
9栋 A座 19楼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园路 99 号鼎易天城
9栋 A座 19楼

电子信箱 ir@walvax.com ir@walvax.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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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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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8,043,658.72 1,349,755,356.04 7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1,009,218.81 319,196,558.92 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80,763,111.40 239,823,690.27 10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2,263,407.21 -10,931,112.51 3,77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29 0.2048 28.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24 0.2016 3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4.5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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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8,622,923.36 13,674,114,325.61 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56,352,343.43 8,484,232,085.82 5.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4,4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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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辉 境内自然人 4.71% 75,427,55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4% 48,646,618 0

杨更 境内自然人 1.89% 30,319,900 0 质押 6,900,000

李云春 境内自然人 1.69% 27,150,181 27,150,181 质押 2,310,000

王庆辉 境内自然人 1.64% 26,3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
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56% 24,979,27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24,432,666 0

玉溪高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4,038,398 0

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23,656,807 0

陈尔佳 境内自然人 1.41% 22,651,7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尔佳先生与杨更女士系夫妻关系；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李
云春先生控制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法人，与李云春先生系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1、公司股东刘俊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4,902,955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524,600股，实际合计持有 75,427,555股。
2、公司股东杨更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989,60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30,300股，实际合计持有 30,319,900股。
3、公司股东陈尔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340,84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0,884股，实际合计持有 22,651,724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是专业从事人用疫苗等生物技术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在以

新型疫苗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药细分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结构
优良、品种丰富的产品管线，是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自主研发并成功上市 13 价肺炎结合疫苗的厂
家，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 13价肺炎结合疫苗和 HPV疫苗的厂家。 公司构建了国内领先的疫苗
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平台，聚集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获得了一批国家“863 计划”

和“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与国内多个科研院所、高校和盖茨基金会等国际著名机构建立
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的自主疫苗产品为：13 价肺炎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
双价 HPV 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23 价肺炎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
合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ACYW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
苗、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和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共 8个产品（12个品规）。上述疫苗产
品主要用于预防由特定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相关疾病。

2022年上半年，在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公司聚焦疫苗产业，持续深入推进公司进口取代、
全面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落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紧紧围绕年度
经营管理计划，切实贯彻落实各项经营任务，集中优势资源推动核心业务的发展。

1、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给常规疫苗接种带来的困难和影响，持续加强营销管理，充分发挥

产品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势，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和侧重点，集中精力聚焦 13 价肺炎结合疫苗等重磅产
品推广和销售；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 HPV 疫苗于 3 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公司加快对国内重点
区域的准入，从销售体系建设、消费者教育、终端服务和渠道布局多维度着力打造产品品牌和市场影
响力，力争快速提升国内市场覆盖率和渗透率。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4,804.37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73.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00.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90%。

2、产品生产
2022年上半年， 子公司玉溪沃森 13价肺炎结合疫苗获得批签发 3,731,508剂， 较上年同期增长

39.68%。 上半年，玉溪沃森部分产品生产线因WHO-PQ项目整改等原因进行了设备改造，加之相关产
品生产计划的调整，导致部分疫苗产品批签发数量下降较大，待整改完毕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批签
发将陆续恢复。

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 HPV 疫苗 5 月首批产品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上半年，双价 HPV 疫
苗共获得批签发 884,664剂。

玉溪沃森和玉溪泽润各产品获得批签发数量的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2年 1-6月批签发量
（剂 /瓶）

2021年 1-6月批签发量
（剂 /瓶） 批签发量增长率

13价肺炎结合疫苗 3,731,508 2,671,409 39.68%

双价 HPV疫苗 884,664 0 —

Hib疫苗 0 1,016,323 -100.00%

AC结合疫苗 0 541,198 -100.00%

AC多糖疫苗 0 10,774,496 -100.00%

ACYW135多糖疫苗 0 290,267 -100.00%

百白破疫苗 1,580,112 660,078 139.38%

23价肺炎疫苗 418,070 792,079 -47.22%

合计 6,614,354 16,745,850 -60.50%

3、新产品研发和注册申报
报告期内， 公司处于临床研究和产业化关键阶段的各产品的临床研究工作稳步推进。 2022 年 3

月，子公司玉溪泽润获得双价 HPV 疫苗的《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重组蛋白技术平台取得了新
的成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同时子公司上海泽润九价 HPV疫苗也已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目前正
在开展Ⅲ期临床研究受试者入组前的相关准备工作。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合作研发的新冠 mRNA疫苗、
新冠腺病毒载体疫苗分别于 2020年 6月、2021年 5月收到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目前，新冠 mRNA疫苗Ⅲ期临床研究阶段现场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数据整理等工作；新冠腺病
毒载体疫苗处于Ⅱ期临床研究阶段。上海泽润自主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CHO细胞）于 2021年 6月获
得了《药物临床试验批件》，重组新冠病毒变异株疫苗（CHO细胞）于 2022年 2月获得马里巴马科科技
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Ⅰ/Ⅱ期临床试验伦理批件，目前上述两个疫苗分别处于Ⅱ期、Ⅰ期临床研究阶
段。

报告期内， 公司收到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 该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公司与上海蓝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签署了《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
mRNA疫苗技术开发及商业化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 mRNA 疫苗的产品开发及商
业化合作，该项目临床前研究的各项工作在持续推进中。 公司其他处于临床研究和临床前研究阶段的
在研产品的研发工作按计划正常推进。 公司将根据产品研发战略和计划开展各个产品的研发、临床和
产业化工作，为公司的长远发展不断添砖加瓦，提供更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进入注册申报阶段
的产品的详细情况：

序号 品种名称 所处阶段 注册分类 作用与用途 * 进展情况

1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九价
病毒样颗粒疫苗（6、11、
16、18、31、33、45、52、58型
L1蛋白）（毕赤酵母）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1类

用于预防由 HPV6、11、16、18、31、33、45、
52、58 型感染导致的生殖器疣、 子宫颈
癌、外阴、阴道及肛门癌等相关疾病。

临床研究阶
段

2 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
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1类
预防由 SARS-CoV-2 感染所致的疾病
（COVID-19）。

临床研究阶
段

3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黑猩猩腺病毒载体）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1类
预防由 SARS-CoV-2 感染而引起的新
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

临床研究阶
段

4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CHO细胞）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1类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流行性
疾病。

临床研究阶
段

5 ACYW135 群脑膜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6类

接种本疫苗后，可使机体产生体液免疫
应答 。 用于预防 A 群 、C 群 、Y 群和
W135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
髓膜炎。

临床研究阶
段

6 4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6类

预防由 2 种 A 型流感病毒株和 2 种 B
型流感病毒株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临床研究阶
段

7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
株疫苗（CHO�细胞）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感染引起的
流行性疾病。

临床研究阶
段

8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 /b 型
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 生 物

制品
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及由 b型流感
嗜血杆菌引起的脑膜炎、肺炎、败血症
等感染性疾病。

2022 年 3 月
获得临床试
验批准通知
书。

*产品的作用与用途以最终批准上市的情况为准。
根据国内手足口病流行趋势的演变情况和公司的整体产品战略，并综合考虑单价的重组 EV71疫

苗的市场竞争格局，经公司和上海泽润详细论证，决定于 2022年 6月起终止重组 EV71疫苗的临床研
究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终止重组 EV71疫
苗研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4、国际业务
在国际业务方面，基于 2021年 4月子公司玉溪沃森与摩洛哥 MarocVax Sarl 公司达成的 13 价肺

炎结合疫苗在摩洛哥的成品进口、分销、销售及原液供应等合作，报告期内，玉溪沃森 13 价肺炎结合
疫苗完成了在摩洛哥的注册，获得上市许可证，并完成了首批 100万剂 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出口。 一
季度，玉溪沃森收到埃及客户签发的本年度 AC 多糖疫苗的采购订单，玉溪沃森 AC 多糖疫苗将继续
供应埃及用于其国家扩大免疫规划（EPI）。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产品已累计出口到 18 个国
家。

（二）公司股份回购情况
2022年 3月 1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股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股份
上限为 600万股，回购股份下限为 300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0元/股。按回购数量上限 600万
股、回购价格上限 7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不超过 4.2亿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审议回购
事项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
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和《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29）， 于 2022年 6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4），并按照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407,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254%，最高成交价为 48.6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5.65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 19,101,65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248%，最高成交价为 49.8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3.20 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 92,642,038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股份回购的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股
份回购。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____________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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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部分
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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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新增逾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2021-044：关于公司部

分债务逾期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并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17日、2022年 2月 11日、2022年 4月 23日、2022年 5 月 20 日、2022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新增
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2021-085、2021-104、2022-007、2022-
028、2022-049、2022-061），披露了截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存在的债务逾期、部分
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等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2022年 6月 21日至 2022年 8月 10日期间， 公司及子公司新增逾期
债务合计 4,124.89万元，占公司 2021年经审计净资产 33,674.70万元的 12.25%。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本金（万元） 到期日 债务类型

1
东莞市搜于特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
羊支行 1,500.00 2022/6/24 并购贷款

2 东莞市搜于特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 2,624.89 2022/8/9 流动资金贷款

合计 4,124.89

注：上述逾期本金均不包含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截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合计 356,767.24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

资产 33,674.70万元的 1,059.45%。
二、 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冻结 18 个银行账户；同时，公司

及子公司此前已披露的冻结银行账户中，共有 4个账户解除冻结，解除冻结金额为 75,180.71元。 公司
及子公司新增冻结的 18个银行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号性质 冻结账户金额（人
民币元）

1

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广州环市路支行 200****198 一般户 165,653.83

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
行 203****511 一般户 1,231.94

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
行 203****641 专户 0.64

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
行 203****731 保证金户 81.39

5 华夏银行广州珠江支行 109****171 一般户 806.05

6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349 一般户 2,253.50

7 平安银行深圳水围支行 110****601 一般户 547.97

8 浙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581****990 一般户 0.00

9 浙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581****702 电子存折 0.00

10 浙商银行东莞分行 602****958 一般户 0.00

11 浙商银行东莞分行 602****446 电子存折 0.00

12
东莞市搜于特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浙商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 602****659 一般户(美元） 0.00

13 浙商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 602****315 电子存折 0.00

14 中国银行东莞道滘支行 665****594 一般户(美元） 399.60

15

东莞市搜于特
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
支行 550****340 一般户 1,224.79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支行 201****514 一般户 2,030.50

1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西城支行 769****118 一般户 1,946.09

18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营业部 819****017 一般户 51,428.97

合计 227,605.27
三、公司新增资产被冻结、查封的基本情况
2022年 6月 21日至 2022年 8月 10日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资产被冻结、查封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型 资产被冻结、查封的详情

1 股权 冻结了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盛德隆实业有限公司 100%（5,000万元）股权。

2 生产设备 查封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共计 32台口罩生产机器。

根据公司核查，公司资产被冻结、查封主要系：
1、因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借款逾期，该银行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公司于广东盛德隆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5000 万元（100%）股权份
额。

2、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借款逾
期，该银行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了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共计 32台口罩生产机器。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

用增加。 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冻结、资产被查封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对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2、 截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
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东莞市
搜于特设计有限公司合计冻结银行账户 100 个，占上述公司账户总数 130 个（不含外币一般户、保证
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其他专户）的 76.92%；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合计 1,388.45万元，占公司 2021 年经
审计的净资产 33,674.70万元的 4.12%，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 34,635.97万元的 4.01%。

3、 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被冻结账户主要为一般存款账户， 该等账户主要用于公司收付款，
同时部分公司被冻结了基本存款账户或少量专户； 虽然基本存款账户被冻结会导致公司无法提取现
金，但公司目前资金支付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汇款、支票、本票等方式，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结算可通过
一般存款账户开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虽部分账户被冻结， 仍尚有较多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
户，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结算等日常业务；公司被冻结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和货币资
金余额比例较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4、 目前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续如公司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可能导致公司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面临会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5、 债权人南昌泰顺制衣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
重整，公司已与意向重整投资人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投资意向协议》，若法院裁定公司
进入重整，公司将与公司股东、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就公司重整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积极
与各方共同商讨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推动公司重整取得成功，化解公司债
务危机和经营危机，促进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裁定书，债权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是
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重整工作，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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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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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科达利”）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科达利”）、江苏科达利精
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科达利”）累计不超过 9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惠州科达利 35,000
万元，江苏科达利 6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前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但存续担保总额
不超过经审批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2022 年 1 月 15 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
于为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109）及《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1）。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公司为惠州科达利、 江苏科达利累计不超过 194,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惠州科达利
100,000万元，江苏科达利 94,5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 前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
用，但存续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4
月 22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二、担保进展情况
此前，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3210052021001838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江苏科达利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
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近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32100520220017889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
江苏科达利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7,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该担保的主债权范围涵盖原已签订编号为 32100520210018385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债务人
全部未结清业务，原保证合同担保责任已解除。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0%股权，公司能及时监控该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
化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
范围之内。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本次提供担保前后对被担保方的担
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公司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经审批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深 圳 科 达
利

江苏科达
利 90% 59.17% 154,500 26,500 19,000 45,500 109,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3日
注册地址：溧阳市昆仑街道泓盛路 899号
法定代表人：励建立
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锂电池结构件、模具、五金制品、塑胶制品、汽车配件的制造、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厂房出租。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90%股权，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股权，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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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38.15 161,711.32

负债总额 114,049.81 86,598.75

净资产 78,688.34 75,112.58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287.64 117,596.74

利润总额 3,827.74 6,479.72

净利润 3,503.22 6,102.88

江苏科达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人：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市支行
（三）债务人：江苏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四）保证担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7,000万元。
（五）保证担保范围：
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
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保证人及债权人原已签订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债务人
全部未结清业务。

（六）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七）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26,000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总额为 326,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71.57%；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150,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33.06%；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等。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2－074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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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6,118.41万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本案未开庭审理，具体影响以最终判决确定。
一、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近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告”）收到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发来的《传票》《应诉通知书》《诉讼状》等法律文件，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原告四川易园园林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园园林”或“原告”）以“合同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的诉讼。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四川易园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年 11月，原、被告双方与案外人四川华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中标了遂宁市河东新区海

绵城市仁里古镇 PPP项目（以下简称“遂宁 PPP项目”），与政府方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
东协议》，共同出资组建了遂宁仁里文旅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 SPV 公司”），原、
被告分别持有遂宁 SPV公司 45%和 44.1%股权。 此外，原、被告双方由遂宁 SPV公司进行委托对遂宁
PPP项目进行实施和建设，工程总量为 12.54亿元，原、被告双方按 50%：50%的比例进行划分。

2018 年 6 月，原、被告签署了《遂宁 PPP 项目合作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受让原告所持有的遂宁
SPV 公司 45%股权；同时，除原告已实施的 1.5 亿元工程量外，剩余 11.04 亿元工程由被告享有，被告
承诺分两期向原告返还已缴纳的股本金 920 万元，并分四期向原告支付工程业务收益 3,864 万元（剩
余工程量 11.04亿元的 3.5%）。 签署协议后，被告已受让原告所持有的遂宁 SPV 公司 10%股权，剩余
35%股权尚未完成相关程序。 原告认为被告应该按照受让 10%股权时的作价标准，向原告支付 35%股
权转让款 3,220万元。 截至目前，原告认为被告仍然拖欠原告工程业务收益 1,932 万元及 35%股权转
让款 3,220万元，合计 5,152万元。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收益款 1,932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逾期付款滞纳金计算方
式：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起，以 386.4 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为 46.84 万元；自 2020 年 6 月 21 日起，以 1,545.6 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至 2021 年 6 月 20 日为 178.03 万元；自 2021 年 6 月 21 日起，以 1,932 万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为 211.8万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遂宁 SPV公司 35%股权转让款 3,220万元及资金利息、 逾期付款滞纳金
（资金利息计算方式：自 2018年 6月 21日起，以 3,2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9.015%计算至起诉日为
1,190.56万元，减按 529.74万元计算。 逾期付款滞纳金计算方式：自起诉日起以 3,220 万元为基数，按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至付清之日）。

3.本案受理费、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其他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情况及前期已披露的小额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诉讼各方当事人 被诉时间 案由 涉诉金额 诉讼进展 对公司的影
响

1

原告：浙江超润建设
有限公司
被告：公司、砚山绿
源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

2022年 3月
建筑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734.97万元

砚山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
原告支付工程款 421.82 万元，并
支付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至工
程款付清之日止以 421.82 万元
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3.85%计算的利息， 并判决公
司与原告签署的施工进场协议无
效。

将对公司当
期或期后利
润 产 生 影
响， 具体影
响金额以财
务 核 算 为
准。

2
原告：通海县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公司

2021年 8月
建筑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83.97
公司对通海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表示不服进行上诉， 经玉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本案发回
重审。

对公司当期
或期后利润
影响暂不确
定。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和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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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诉讼传票、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166 证券简称：优宁维 公告编号：2022-058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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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年 3月 9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并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2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
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2月
22日和 2022年 3月 1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购
买
主
体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公
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
构 客 户 ） 产 品 代 码
【CSDVY202219826】

保本保最低
收益型 103,000,000.00 2022/08/12 2022/08/31 1.49% 或

3.8561%

公
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
构 客 户 ） 产 品 代 码
【CSDVY202219825】

保本保最低
收益型 101,000,000.00 2022/08/12 2022/08/31 1.5% 或

3.8554%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投资品种为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未来不排除相关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

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
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核实。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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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固定收益产品
的情况

购买
主体 签约银行 产品

名称
收益
类型

认购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
到期

公司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指数）2022
年 TGG22200211 期人民币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6,000 2022.3.16 2022.6.15 1.5%或 3.02%或 3.12% 已到
期

公司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汇率）2022
年 TGG22000059 期人民币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6,000 2022.3.16 2022.6.15 1.5%或 3.02%或 3.12% 已到
期

公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163�
期（3�个月网点专属 B�款）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7,000 2022.3.18 2022.6.17

保底利率 1.40%，浮动
利率 0%或 1.80%或
2.00%

已到
期

公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164�
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7,000 2022.3.21 2022.6.21

保底利率 1.40%，浮动
利率为 0%或 1.80%或
2.00%

已到
期

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
区间 91 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NSH0258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500 2022.3.18 2022.6.17 1.60% 或 2.95% 或
3.15%

已到
期

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区
间累积 91�天结构性存款（产
品代 码：SSH0004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0 2022.3.21 2022.6.20 1.6%至 3.3% 已到
期

公司
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民享 90 天 220322 专享固定
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固
定收益
凭证

5,000 2022.3.23 2022.6.20 3.50% 已到
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 ） 产 品 代 码
【CSDVY202214931】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8,800 2022.4.14 2022.7.15 1.5400%或 3.4335% 已到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 ） 产 品 代 码
【CSDVY202214932】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8,700 2022.4.14 2022.7.15 1.5200%或 3.4371% 已到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 ） 产 品 代 码
【CSDVY202214933】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8,800 2022.4.14 2022.7.15 1.5400%或 3.4334% 已到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 ） 产 品 代 码
【CSDVY202214934】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8,700 2022.4.14 2022.7.15 1.5200%或 3.4369% 已到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CSDPY20221105】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4,100 2022.6.9 2022.7.14 1.30%或 2.78% 已到期

公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630
期(3 个月网点专属 B 款)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4,000 2022.6.22 2022.9.22

本产品保底收益率
1.40%， 浮动收益率
为 0%或 1.65%（中
档浮动收益率）或
1.85%（高档浮动收
益率）

未到期

公司 宁波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21259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2022.6.23 2022.9.26 1.00%-3.30% 未到期

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
区间累积 91�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SSH00046）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0 2022.6.21 2022.9.�20 1.6%至 3.1% 未到期

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
层区间 91 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SH03059）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2022.6.21 2022.9.20 1.60% 或 2.95% 或
3.15% 未到期

爱 必
信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汇率）2022
年 00134期人民币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400 2022.6.24 2022.9.23 0.30%-3.35% 未到期

乐 备
实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汇率）2022
年 00133期人民币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 2022.6.24 2022.9.23 0.30%-3.35% 未到期

南 京
优爱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汇率）2022
年 00135期人民币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700 2022.6.24 2022.9.23 0.30%-3.35% 未到期

南 京
优 宁
维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 专户性第
233期 F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8,600 2022.6.29 2022.10.1
1 1.30%-3.69% 未到期

南 京
优 宁
维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 专户性第
233期 F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650 2022.6.29 2022.10.1
1 1.30%-3.69% 未到期

公司
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民享 187 天 220726 专享固
定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型固
定收益
凭证

5,000 2022.7.27 2023.1.29 3.50% 未到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CSDVY202219378】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9,450 2022.8.8 2022.11.8 1.5%或 4.4102% 未到期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CSDVY202219379】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9,550 2022.8.8 2022.11.8 1.49%或 4.4182% 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
本次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相关证明资料。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2-102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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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和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49,000 万元，担保额度
有效期为自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
担保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
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 Salcomp Plc 与 Kotak Mahindra Bank Limited（以下简称“Kotak 银行”）签订了

《担保函》，为全资子公司 Salcomp Manufactu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即赛尔康制造印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赛尔康制造”）向 Kotak 银行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可撤销且无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金额合计最高不超过 75,000万印度卢比， 保证期间为保证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担保函项下的
所有担保义务均履行完毕止。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

被担保人赛尔康制造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别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总
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70%的控股
子公司 1,615,000 Salcomp� Manufactu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6,372.40

合计 3,049,000 - 6,372.40

注：上述担保额度如涉及外币，则按 2022年 8月 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进行折算。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Salcomp Plc与 Kotak银行签署的《担保函》
担保人：Salcomp Plc
受益人：Kotak Mahindra Bank Limited
债务人：Salcomp Manufactu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1、担保人在此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地担保其债务人对银行的债务。 应立即按要求向银行支付所有

当前和未来的义务和责任，如同担保人是主要债务人一样（借款人根据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利息、破损费用、费用或借款人不时向银行支付的其他费用、执行相关
费用、成本和费用或费用偿付）（以下统称“担保债务”），只要借款人未在到期时支付任何担保债务。 担
保人承诺以其到期的货币支付担保债务。

2、本担保是一项持续性担保，将延伸至借款人应付的担保债务的最终余额，无论是否有任何中间
付款或全部或部分清偿。

3、担保人在此同意，如果由其担保的任何义务无法执行、无效或非法，则担保人应立即就银行遭
受的任何成本、损失或责任向银行作出赔偿。 成本、损失或责任的金额应等于银行原本有权收回的金
额。

4、本保函于规定的日期起立即生效，并将一直有效，直至借款人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担保义务均
已履行完毕且银行满意。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820,623.2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 51.92%。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
余额为 791,401.28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00 万元，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28,722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担保函。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 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2-065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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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
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地公司”）购买其持有长江三峡

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旅发”）100%股权、向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旅投资”）购买其持有宜昌行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胜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江旅发、行胜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峡旅游，证券代码：
002627）自 2022年 3月 28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
公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进展公告》详见 2022 年 3 月 28 日、2022 年 4 月
2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 2022 年 4 月 13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详见 2022年 4月 13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峡旅
游，证券代码：002627）自 2022年 4月 13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13日、2022年 6月 11日、2022年 7月 11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2022-050、2022-055）， 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相关各方正

抓紧开展、完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相关工作及相关文件的编制。 待相关工作最终完成后，公司将及时
编制《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并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该草案进行审议，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后续审批及信
息披露程序。

三、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等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本次交易预案及其

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投资者
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首次披露交易预案后，尚未发
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