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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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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融资机构以及业务单位等

于近日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融资租赁、业务开展等提
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2022 信合银最
保 字 第 2273265A0291a
号）

2 30,00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区支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34010100452022012203
2）

3
国轩新能源
（庐江） 有限
公司

20,00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区支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34010100452022012203
3）

4
柳州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11,192.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州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2022）信柳银最
保字第 015号）

5 13,990.00
广西北部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柳
州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借
款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GT19220628125828）

6

南京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5,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支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2]邮银宁
GS060-1）

7 10,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07200BY22BL6174）

8 1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2022 信宁银最
保字第 00073号）

9

青岛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18,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 银青麦 2022 银
最保字第 050007号）

10 5,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自每笔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受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 青光银重南高
保字第 2022012号）

11 唐山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唐山
唐龙支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债务人在该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建唐唐龙
2022-LDZJ-BJZGE-
BZ-005）

12 宜春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30,000.00 江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春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 江银宜分营支
高保字第 2250365-001
号）

13
江苏东源电
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303013）浙商银
高保字（2022）第 00018
号）

14
南通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
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通州
支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自债务人在各单笔
主债务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 苏银高保字
[320601004-2022] 第
[832003]号）

15 6,000.00
江苏张家港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分行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DB-
HT2022062200013240）

16
合肥国轩循
环科技有限
公司

2,745.00 远东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
日始至租赁合同项
下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满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IFELC22DG2W0PP-U-
01）

17 300.00 远东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
日始至租赁合同项
下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满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IFELC22DG2FJ2E-U-0
1）

18

肥东国轩新
材料有限公
司、合肥国轩
循环科技有
限公司、合肥
国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00

浙商中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浙
商中拓集团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浙 商 中 拓 集 团
（海南）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
证担保

自债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担保书》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22 年度对
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8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560.00 亿元（或等值外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20.00亿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
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5月 9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 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

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
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
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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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7,480,339,180.01 29,399,798,549.81
总负债 19,429,428,239.51 21,480,901,814.38
净资产 8,050,910,940.50 7,918,896,735.43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10,106,119,249.26 3,502,074,927.05
净利润 7,461,457.58 171,863,908.58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5月 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 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

池的制造；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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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间接持有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国轩”）100%股权。
庐江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3,276,370,278.70 3,455,478,660.19
总负债 2,055,053,585.68 2,206,425,577.38
净资产 1,221,316,693.02 1,249,053,082.81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1,825,333,547.49 715,277,483.91
净利润 159,432,125.16 27,736,389.79

庐江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 6月 30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飞
注册地址：柳州市秀水三路 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

研发应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
设备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
源技术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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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国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持有其 66.67%
的股权，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城集团”）持有其 33.33%的股权。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与广西广投东城锂电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锂
电基金”）、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城集团”）签署的《关于柳州国轩电池
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合肥国轩和锂电基金拟分期通过现金方式共同对柳州国轩进行增资。 本次对

外担保中，公司按照增资后的持股比例 55.96%对柳州国轩融资授信提供担保，东城集团按 21.09%股
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依据《广西广投东城锂电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相关约定，
锂电基金不得从事担保业务，锂电基金按照增资后 22.95%股权比例提供信用授信方式，未向柳州国轩
提供同比例担保。

柳州国轩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583,640,725.47 3,213,782,521.10

总负债 1,614,569,739.12 2,226,665,379.72

净资产 969,070,986.35 987,117,141.38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407,662,060.72 368,741,363.08

净利润 10,807,232.59 18,046,155.03

柳州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2月 5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 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

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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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3,627,829,102.75 3,862,428,959.75
总负债 2,038,567,368.77 2,233,528,170.91
净资产 1,589,261,733.98 1,628,900,788.84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1,674,753,190.86 666,724,220.82
净利润 63,756,752.53 39,639,054.86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 1月 6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卫东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新能源路 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产品及设备、节能型光电产品、电子

产品、锂电电源、电动工具、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以上项目危险品除外），新能源技术
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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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间接持有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轩”）100%股权。
青岛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3,237,802,598.70 2,903,926,729.41
总负债 2,347,301,367.49 2,017,663,040.42
净资产 890,501,231.21 886,263,688.9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1,453,680,034.05 224,026,568.69
净利润 -6,706,238.03 -4,237,542.22

青岛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 8月 12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 1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

研发应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
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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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间接持有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100%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208,255,960.21 2,761,909,819.57

总负债 1,427,324,724.06 1,980,317,965.45

净资产 780,931,236.15 781,591,854.1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1,107,864,820.30 221,375,389.45

净利润 14,561,192.08 660,617.97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顺路与宜云路交界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

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国轩”）100%股权。
宜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552,564,915.92 1,395,784,699.26

总负债 403,269,131.70 1,253,107,632.69

净资产 149,295,784.22 142,677,066.57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5,962.27 --

净利润 48,324,504.97 -6,618,717.65

宜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15日
注册资本：5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 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252KV 及以下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智能数字化开关设备及配套装置部件、电力变

压器、岸电电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船舶电气设备、充电桩、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箱式变电站及其部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建设；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
配套电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变电站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充电站的设计、总承包及
运营管理；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动车车载电源、车载充电机、控制器、电动机、高压箱、电池箱类汽
车配套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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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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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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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100%股权。
东源电器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019,374,574.85 1,943,699,756.23

总负债 1,127,758,206.03 1,052,803,670.77

净资产 891,616,368.82 890,896,085.46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611,792,981.37 134,910,356.35

净利润 6,782,621.84 -720,283.36

东源电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10日
注册资本：57,36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 11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充电器、充电桩、储能装置及其管理系统、汽车零部件、智能化成套高低压开

关柜、节能智能型变压器、多功能一体化智能箱式变（站）的研发、生产、销售；充电设施网络的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电动汽车销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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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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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间接持有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新能源”）100%股权。
南通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1,303,262,901.65 1,327,043,577.42
总负债 684,361,221.35 717,617,316.27
净资产 618,901,680.30 609,426,261.1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636,815,449.43 177,002,956.40
净利润 26,680,692.64 -9,474,939.15

南通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 4月 30日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彭立煌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桥头集镇涌泉路 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国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2.50%的股权，

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投”）持有其 37.50%的股权。
肥东国轩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16,984,420.79 496,034,597.30
总负债 7,572,357.44 192,702,683.46
净资产 9,412,063.35 303,331,913.84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7,731,887.77 -5,980,149.51

肥东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 100%比例对肥东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合肥城投未提供同比例担保。原因如下：

（1） 合肥城投系隶属于肥东县国资委的投融资平台公司， 持有肥东国轩 37.50%的股权， 根据皖政
〔2015〕25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不得对外提供担
保；（2）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对肥东国轩拥有绝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可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确保担
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11、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3月 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桥头集镇涌泉路 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新型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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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新材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间接持有
其 62.50%的股权，合肥城投间接持有其 37.50%的股权。

合肥国轩新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一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56,642,329.71 324,339,538.85

总负债 50,380,122.76 274,509,535.96

净资产 6,262,206.95 49,830,002.8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255,561.95 --

净利润 -44,293.05 -114,903.44

合肥国轩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 100%比例对合肥国轩新材料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合肥城投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原

因如下：（1）合肥城投系隶属于肥东县国资委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持有肥东国轩 37.50%的股权，根据皖
政〔2015〕25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不得对外提供
担保；（2）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对肥东国轩拥有绝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可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确保
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12、合肥国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 3月 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桥头集镇涌泉路 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

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
的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
赁、销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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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国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循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间接持有其 62.50%
的股权，合肥城投间接持有其 37.50%的股权。

肥东循环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2,770.85 2,462,154.47

总负债 47,687.91 2,487,902.99

净资产 -24,917.06 -25,748.5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17,699.12 0.00

净利润 -24,917.06 -831.46

肥东循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 100%比例对肥东循环开展融资租赁和其他业务提供担保。 合肥城投未提供同比例

担保。 原因如下：（1）合肥城投系隶属于肥东县国资委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持有肥东国轩 37.50%的股
权，根据皖政〔2015〕25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不得
对外提供担保；（2）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对肥东国轩拥有绝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可及时掌握其资信
状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信合银最保字第 2273265A0291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一：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和债务人一签订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法律性文件及

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统一授信协议、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债权文件。
合同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和债务人二签订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法律性文件及

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统一授信协议、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债权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 证 担 保 金 额 ： 基 于 合 同 一 和 合 同 二 ， 债 权 人 和 保 证 人 分 别 签 署 了 编 号 为

34010100452022012203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编号为 340101004520220122033号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分别为人民币 30,000.00万元和人民币 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

用、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信柳银最保字第 015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债务人：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1,192.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T19220628125828）
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债务人：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贷款、贸易融资或担保协议，包括但不限

于：本外币借款、贷款展期、保理、外汇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信用证开证、保函、
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3,99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债务人向债权人支

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
5、《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邮银宁 GS060-1）
贷款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贷款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2022]邮银宁 GS060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

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任何其
他款项。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200BY22BL6174）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 债务人与债权人按本合同约定的业务发生期间及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

而签订的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为等值人民币 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

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信宁银最保字第 00073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银青麦 2022银最保字第 050007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债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9、《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青光银重南高保字第 2022012号）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受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编号为青光银重南综字第 2022012 号《综合授信协议》以及授信

人与受信人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债务

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10、《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建唐唐龙 2022-LDZJ-BJZGEBZ-005）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唐龙支行
债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 债权人为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授信业务而将要在本合同约定期间签订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

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

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江银宜分营支高保字第 2250365-001号）
债权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债务人：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

系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额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律师

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第债权人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1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03013）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 00018号）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

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证业务合同、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
以及其他融资文件等一系列债权债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1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苏银高保字[320601004-2022]第[832003]号）
债权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且在最高债权限额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一系列业务而签订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文件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债务人在各单笔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裁判文书期间应

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

14、《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DBHT2022062200013240）
债权人：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在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及本金最高余额内，与债权人签订的一系列融资业务合

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与债权人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债务人延迟履行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期间的加倍利
息等。

15、《保证合同》
出租人：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合肥国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一： 承租人与出租人签署的编号分别为 IFELC22DG2W0PP-L-01、IFELC22DG2RN1M-L-01

以及 IFELC22DG2EYDM-L-01的《融资租赁合同》。
合同二：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的编号为 IFELC22DG2FJ2E-L-01的《融资租赁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合同一和合同二，出租人与保证人分别签署了编号为 IFELC22DG2W0PP-U-

01 的《保证合同》和编号为 IFELC22DG2FJ2E-U-01 的《保证合同》，本合同担保的设备租赁成本分别
为人民币 2,745.00万元和人民币 3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始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
保证范围：承租人在租赁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件

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和出租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
16、《担保书》
债权人：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商中拓集团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浙商中拓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
债务人：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肥国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合作期间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包括其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以及

加盖公章或合同章的相关联的各种形式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订单、备忘录、业务联系函）。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合计为人民币 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每个合同、文件单独计算担保期间。
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支付的货款、运费、逾期违约金，债务人逾期履行合同责任和义

务而应给贵司的损害赔偿以及贵司作为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
诉讼费等。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3,350,778.00

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087,891.95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19%。 其中，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16,088.00 万元，担保总余
额为人民币 68,185.72 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6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
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27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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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8月 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嘉县千石奥康工业园公司视频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017,2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8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振滔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独立董事刘洪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

候选人 Bingsheng Teng列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翁衡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017,093 99.9998 200 0.000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3,615,517 99.792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329,376 99.9914 200 0.0086 0 0.0000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927,800 82.7533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

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逐一对议案 2 的子议案进行表决，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陆顺祥、朱意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532 证券简称：*ST未来 公告编号：2022-058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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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2022年 8月 15日（星期一）16：00-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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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纯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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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司电子邮箱（info@wlyl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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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2年 7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
了相关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16：00-17：00举行投资者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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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针对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与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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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星期一）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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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纯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俞倪荣先生、独立董事孙文龙先生、总经理彭泽蔚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存龙先生、财务总监

崔绍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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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星期一）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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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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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info@wlyl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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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李存龙
电话：021-50342280
邮箱：info@wlylcn.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及时披露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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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共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 30%

以上暨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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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权益变动为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 控股股
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李希先生、陈新民先生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被动增加至 30%以上。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 241,383,025股变更为 239,209,49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41,383,025 股变更为 239,209,490 股，李希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72,047,137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29.85%被动增加至 30.12%；陈新民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72,047,137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29.85%被动增加至 30.12%。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李希 无限售流通股 72,047,137 29.85 72,047,137 30.12

陈新民
高管限售股 54,035,352 22.39 54,035,352 22.59
无限售流通股 18,011,785 7.46 18,011,785 7.53

合计 - 144,094,274 59.70 144,094,274 60.24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希先生和陈新民先生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在该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基于上述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属于《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
人李希先生和陈新民先生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李希先生和陈新民先生
已编制了《收购报告书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摘要》。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
跟进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2-052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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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宇环数控；证券代码：002903）股票交

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2 年 8 月 9 日、2022 年 8 月 10 日、2022 年 8 月 1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积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许世雄先生通过大宗交易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减持公司股份

1,100,000股、于 2022年 8月 9日减持公司股份 420,000股；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一直专业从事数控磨削设备及智

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近期公司股价波动较大，请投资者谨慎判断，避免不理性投资行为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公司已于 2022年 7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0）：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许世雄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 3,046,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总经理许燕鸣女士计
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5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 公司将密切关注
股东后续减持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565 证券简称：力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0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公司产品适配车型进入工业

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
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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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
目录》（2022年第 7批），搭载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源科技”）研

发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一款由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生产的燃料电池城市客车入选其
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入推荐目录情况
在工信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22 年第 7 批），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

司生产的“金旅牌”燃料电池城市客车（产品型号：XML6855JFCEVJ0CL）进入上述推荐车型目录，该燃
料电池城市客车搭载公司研发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型号：HYPSR-04），额定功率 70kW，续
航里程 859km，其他具体参数信息可查看工信部官网的相关文件。

二、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产品适配车型进入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将进一步推动公司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业务的发

展和销售，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产品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推广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