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600452 编号：2022-036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
届五次董事会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发出董事表决票 9份，实际收回董事表决票 9份。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2022
年 8月 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雷善春、蔡彬、余兵、秦顺东进行了表决回避。（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452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2-037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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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4:00-15:00 时?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
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至 8 月 17 日(星期三)16:00 时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flepc600452@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 8月 18日下午 14:00-15:00时举行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8月 18日下午 14:00-15:00时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雷善春
总经理：蔡彬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周勇
副总经理：陈磊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4:00-15:00 时，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8月 12日(星期五)至 8月 17日(星期三)16:00 时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flepc600452@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刘潇
电 话：023-72286349
邮 箱：flepc600452@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公司代码：600452 公司简称：涪陵电力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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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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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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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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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电力 600452 G涪电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勇 刘潇

电话 023-72286655 023-72286349

办公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20号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20号

电子信箱 zhouy@flepc.com.cn liuxiao@flepc.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823,527,501.67 6,284,715,842.90 5,785,317,521.07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399,222,214.57 4,108,562,398.40 2,079,543,416.93 7.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777,087,578.99 1,507,164,020.27 1,507,164,020.27 1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5,147,089.07 241,122,185.43 241,122,185.43 6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3,358,146.05 238,893,752.23 238,893,752.23 6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7,068,893.57 216,485,635.57 216,485,635.57 9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39 11.87 11.87 减少 2.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26 0.39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26 0.39 69.2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于 2021 年 7 月向 1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47,517,440股， 并于 2021年 8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股上市的登记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后， 公司总股本由 614,656,000 股增至
762,173,440 股。 依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 2022 年 6 月 27 日为除权日派送红股
152,434,688股，分配后总股本为 914,608,128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第十三条规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
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
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上述变化发生于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
日之间的，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本报告期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
等财务指标已按转增完成后的 914,608,128股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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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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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65 380,917,895 0 无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1 39,408,866 0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沪 未知 2.18 19,978,153 0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15 19,704,433 0 无

罗明光 未知 2.12 19,368,488 0 无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青岛城投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1.29 11,822,659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0 9,173,553 0 无

北京万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珑资产新时代 2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88 8,009,224 0 无

蒋超 未知 0.80 7,275,228 0 无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产品 未知 0.74 6,747,14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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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2-08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东方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辉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澜公司”）92%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1年 6月 29日，公司因拟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申请股票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2021年 7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辉澜公司 92%股权。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3）、《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7
月 14日开市起复牌。

2021年 7月 2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7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披露的《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8）。

2021年 9月 4日，公司及相关方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0）、《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1）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2021年 10月 6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已豁免公司对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联合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股票的强制要约收购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3）。

2022年 1月 12日， 因无法在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司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暨无法在规定时间
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临 2022-001）。

除上述公告外，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14日、2021年 9月 11日、2021年 11月 13日、2021年 12
月 13日、2022年 2月 12日、2022年 3月 12日、2022年 4月 12日、2022年 5月 12 日、2022 年 6 月 11
日、2022年 7月 1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
公告》。

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境外核查工作进度延迟。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以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加快推进本次境外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重新审议本次交易事项，并根据相关工
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尚未完成，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且还需要履行

公司及相关方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和备案程序，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DD11772022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2-089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就近期投资合作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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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召开时间：2022年 8月 12日（星期五）15：30-16：30
●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至 8 月 12 日（星期五）15:3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电子邮箱（bb@banba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6 月 2 日与安义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建设 8GW TOPCON 光伏电池生产项目；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司与梧州市
人民政府签订了《10GW TOPCON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同书》，拟建设 10GW TOPCON 光伏
电池生产基地。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了解近期投资合作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 8月 12日
15：30-16：30召开关于近期投资合作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以下简称“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通过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近期投资合作事项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2年 8月 12日（星期五）15：30-16：30。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3、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廖志远先生、董事会秘书刘韬先生、财务总监汤晓春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加

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 2022年 8月 12日（星期五）15：3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 2022年 8月 11日（星期四）至 8 月 12 日（星期五）15:3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电子邮箱（bb@banba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张明骏
电话：0791-83860220
传真：0791-83860220
邮箱：bb@banba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676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2-058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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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的 1 名激励
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公司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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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240,000 240,000 2022年 8月 1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1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公司董事会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以及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对前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00 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5）。 至今公示期已满 45天，期间公司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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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

划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的变化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离职”规定，“激励对象若因
公司裁员等原因被动离职且不存在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纪等行为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做处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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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 1名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
格，公司拟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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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骨干人员 1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40,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6,7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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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463649）， 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0,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该部分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
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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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022,000 -240,000 6,782,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28,452,000 0 428,452,000

股份合计 435,474,000 -240,000 435,2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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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公司本次激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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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本次回购
注销的原因、回购涉及的激励对象、回购数量及注销日期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激励计划》及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
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2-112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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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密尔克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由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
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
变更前：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

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肥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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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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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

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肥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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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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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名称：成都密尔克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3MA7J96JY1F
法定代表人：范磊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石家碾中路 88号附 2405号 24层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02月 24日
营业期限：2022年 02月 2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

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肥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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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2-015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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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8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自行视频录制+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8月 12日（星期五）至 8 月 17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tock@zfsycf.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 8月 18日下午 15:00-16:30举行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8月 18日下午 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自行视频录制+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张国良先生，总经理刘芳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金亮先生，财务总监王暖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上述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8月 12 日（星期五）至 8 月 17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tock@zfsycf.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8-86070140
电子邮箱：stock@zfsycf.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058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2-061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上述议案亦已由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
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3）。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3817058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易存道
注册资本：56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 03月 27日
营业期限：2008年 03月 27日至长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号 C座 9层 C1010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专业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22-06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期披露情况
2022年 6月 22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控股股东霍尔

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山文化”）与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融
鑫”）签订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书》。 协议约定:“本协议签署后到 2022年 8月 10 日期间为排他期，排
他期内双方就本次股份转让及控制权变动进行进一步详细洽商，且四川融鑫履行审批程序手续。 在排
他期内船山文化承诺不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就收购鑫科材料股份事宜进行洽谈或接触， 不与任何第
三方签订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其他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书＞的公告》（编号：临
2022-039）。

二、进展情况

鉴于排他期即将届满，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发函至控股股东船山文化,函询上述协议转让事
宜的进展情况。

2022年 8月 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船山文化发来的回函,具体内容如下:
“1、截至日前，因我公司与四川融鑫未能就协议转让事宜完全达成一致，尚未签署正式的《股份转

让协议》。
2、截至日前，我公司未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就收购鑫科材料股份事宜进行洽谈或接触。
3、我公司与四川融鑫仍在进行进一步协商，上述事宜一旦确定，我公司将及时告知贵公司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三、其他说明事项
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船山文化持有鑫科材料 176,959,400 股股份， 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

9.82%，并全部质押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2、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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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1187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2-039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期小型微型企业
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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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保监会厦门监管局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期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
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 2022 年 8 月 9 日簿记建档，并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品种为 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2.65%。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2-02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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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半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407,585.43 407,994.98 -0.10
营业利润 169,372.32 169,833.39 -0.27
利润总额 169,461.23 168,226.29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133.67 130,054.72 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363.03 130,480.77 7.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6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3.24 增加 0.14个百分点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17,554,994.31 17,261,288.22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244,688.15 4,135,804.38 2.63
股本 823,210.14 823,210.1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16 5.02 2.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2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践行“新起点、新动能、新高度”的发展主题，实现各项业务稳健发展、主要财务指标稳步提升。 公司资产结构良好，流动性较强，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证券公司风

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要求。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22-07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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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高腾”）持有公司 234,00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30%。 韶关高腾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为 123,970,379股（含本次解质押及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2.98%，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8.10%。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1日接到股东韶关高腾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解质押及质
押，具体事宜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38,911,025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6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4%
解质时间 2022年 08月 10日
持股数量 234,004,700股
持股比例 15.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8,970,379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2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7%

本次解质押股份如后续用于质押，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韶关市高腾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否 20,000,000 否 否 2022-0
8-10

2023-0
8-09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55% 1.31% 业务发

展需要

韶关市高腾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否 5,000,000 否 是 2022-0
8-10

2023-0
3-1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14% 0.33% 补充质

押物

合计 25,000,000 10.68% 1.63%

注：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四、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解质押及质押后，韶关高腾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质押及
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质押及
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韶 关
市 高
腾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34,004,700 15.30% 137,881,404 123,970,379 52.98% 8.10% 0 0 0 0

合计 234,004,700 15.30% 137,881,404 123,970,379 52.98% 8.10% 0 0 0 0

五、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韶关高腾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51,220,379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为 21.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5%，对应融资余额为 628,000,000.00 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
半年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6,6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28.4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35%，对应融资余额为 485,000,000.00元。

韶关高腾本次办理股份质押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融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目前韶关高腾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
约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韶关高腾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3、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影响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股份结构及日常管理。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韶关高腾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 2022-027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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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31 日经由本公司子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307,849 百万元、 人民币 75,951 百万元及人民币
32,233百万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2年 1-7月 同比（%）

机动车辆险 150,167 6.9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71,427 14.3

农险 39,250 23.9

责任险 21,370 2.5

企业财产险 10,734 2.0

信用保证险 3,061 132.8

货运险 2,943 2.0

其他险种 8,897 -9.9

合计 307,849 9.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2年 1-7月 同比（%）

长险首年 37,719 29.3

趸交 22,629 64.0

期交首年 15,090 -1.8

期交续期 36,178 -2.1

短期险 2,054 -1.6

合计 75,951 11.4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2年 1-7月 同比（%）

长险首年 9,129 5.8

趸交 7,008 35.4

期交首年 2,121 -38.5

期交续期 8,598 13.7

短期险 14,506 32.1

合计 32,233 18.6

上述资料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及未经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审阅，提请投资者注
意。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2022-030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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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股东中泰证券资管－支持民企发展中泰资管 2号 FOF集合资管计划－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泰资管 49 号”）持有公
司股份 50,021,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上述股份为通过股份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全部为无限
售流通股。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中中泰资管 49 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已过

半。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中泰资管 49号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5,001,9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998,442,611 股的 0.50097%，本次
减持后，中泰资管 49号仍持有公司股份 45,020,07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50903%，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1日收到中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中泰资管 49
号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泰资管 49号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0,021,975 5.01% 协议转让取得：50,021,975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中 泰 资 管
49号 5,001,900 0.50097% 2022/6/21�～

2022/8/11
集中竞价交
易 6.22�-7.38 35,684,899.00 45,020,075 4.5090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中泰资管 49 号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价格、监管政策等情形，决定如何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中泰资管 49号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