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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2-075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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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13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9月 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3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3 日 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盈峰中
心 23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1,504,994,6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33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486,033,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7379％。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8,961,0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9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127,387,48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0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08,426,3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8,961,0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964％。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公

司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4,531,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456,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3％；弃权 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24,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65％；反对 456,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82％；弃权 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5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4,531,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4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24,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65％；反对 4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4,548,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4％；反对 445,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41,6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00％；反对 445,8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由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4,548,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4％；反对 445,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41,6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00％；反对 445,8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邱志辉、王泽骏、朱纯怡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盈峰环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810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2-078
转债代码：113649 转债简称：丰山转债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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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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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西康南路 1号丰山集团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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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623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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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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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殷凤山董事长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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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其中董事尤劲柏先生、独立董事周献慧女士、王玉春先生、乔法

杰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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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22338 99.9822 15300 0.0178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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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22338 99.9822 15300 0.0178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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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22338 99.9822 15300 0.0178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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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22338 99.9822 15300 0.0178 0 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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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
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
理额度的议案

522076 97.1528 15300 2.8472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得有效通过，其中议案 2、3 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陈林君、崔小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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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22-40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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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 15: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

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26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9 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83,001,53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938%；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代表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789,204,2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1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3,797,2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1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磐明
律师事务所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蔡丽玲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2,613,06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794%；反对 383,0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03%；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93,411,008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859%；反对 383,0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4084%；弃权 5,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8%。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 2022年 8月 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聘任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2,563,26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767%；反对 438,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2022年 8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修正案》、《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栩律师、崔蔚琳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22-049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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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1. 祁连山 、公司 指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交建 指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两地上市公司 ， 证券代
码：601800.SH 和 1800.HK

3. 公规院 指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系中国交建的全资子公司
4. 一公院 指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系中国交建的全资子公司
5. 二公院 指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系中国交建的全资子公司
6.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交建的控股股东
7. 中国城乡 指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中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8. 西南院 指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系中国城乡的全资子公司
9. 东北院 指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系中国城乡的全资子公司
10. 能源院 指 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系中国城乡的全资子公司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祁连山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取得中国交建持有的公规院 100%股权、一

公院 100%股权、二公院 100%股权和中国城乡持有的西南院 100%股权、东北院 100%股权、能源院
100%股权，不足置换部分公司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国交建、中国城乡购买（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并配套募集资金。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构成重组上市，同时

亦构成关联交易。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4 月 25 日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5日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并于 2022年 5月 12日披露了《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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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同日，公司披露了《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公司
股票于 2022年 5月 12日开市起复牌。

2022年 5月 2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46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2022年 6月 14日，公司披露了《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并对本次交易
预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日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甘肃祁连山水
泥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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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修订稿）》
及《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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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预案摘要（修订稿）》。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正在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各项工作，编制《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并积极履行同各交
易相关方的沟通程序，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同
时依法披露《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相关文件。

四、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

上述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1226 证券简称：华电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22-037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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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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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6号华电发展大厦 B 座 11 层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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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754,47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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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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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端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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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董事李国明先生、独立董事陆大明先生、王琨女士、黄阳华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赵江先生出席会议，其他 2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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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475,141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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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春艳 754,474,743 99.9999 是

3、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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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吴培国 754,474,743 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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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改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 》的议案 25,354,785 99.9996 100 0.0004 0 0.0000

2.01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樊
春艳 25,354,387 99.9980

3.01 关于补 选公司 独立 董事的 议
案：吴培国 25,354,387 99.998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荣胜、郑晴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1116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2022-032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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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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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 197号三江购物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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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5,48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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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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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念慈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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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其中董事陈念慈先生、徐潘华先生、王星先生，独立董事董望先

生、吴建依女士、闫国庆先生以电话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2人，出席 2人，监事金桑女士已离任，但仍需履职，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了会议；高管列席会议，其中蓝蔚先生以电话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重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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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482,1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补选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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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482,1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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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482,1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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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重
新论证 16,943,6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补选监事会监事 16,943,6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修订公司章程 16,943,6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修订公司章程》为特别决议，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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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杰、胡力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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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756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2022-037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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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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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号 S06楼南三层 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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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45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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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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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华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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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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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1,807 76.4120 1,427,521 22.1176 94,900 1.470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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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 计 与 浪 潮 集 团 财
务 有限 公 司 关 联 交 易 的
议案

4,931,807 76.4120 1,427,521 22.1176 94,900 1.470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的关联方，为

关联股东，在会议审议上述议案时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 61,881,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9.09%）不计入该议案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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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22-039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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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股东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3,477,327股股份转让予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盛科技集团”）。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为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属于公司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化，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的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收到股东华光集团的《告知函》，华光集团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了《国

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华光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3,477,327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54%）转让予凯盛科技集团。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属于公司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股份，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的持股比例、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各方的直接持股情况变化如下：

交易各方
转让前

变动股份数量 （股）
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凯盛科技集团 19,583,123 3.03 +3,477,327 23,060,450 3.57
华光集团 3,477,327 0.54 -3,477,327 0 0
合计 23,060,450 3.57 0 23,060,450 3.57

协议转让完成后，华光集团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二、《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划出方：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划入方：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华光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3,477,327股股份。
（三）无偿划转方案
划出方将持有的本公司 3,477,327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54%）无偿划转至划入方。 划转基准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本次划转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基准日为 2021年 12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2-00340号）作为本次划转的依据。

（四）股份过户
在获得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授权机构批准同意后， 由划转双方按约定共同办理股份过户

手续。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股份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本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2-093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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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郭永来先生持有公司 938,300 股股份，约占公司目前股
份总数的 0.1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 2022年 5月 21 日披露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郭永来先
生减持计划公告，详见《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永来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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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38,300 0.18% 其他方式取得 ：93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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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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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来 0 0% 2022/6/14～2022/9/
13

集中竞 价
交易 0-0 0 938,300 0.1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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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60），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
限公司 42.88%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等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郭永来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系基于个人资金
需求，与前述事项无关。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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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上述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
数量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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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上述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2-036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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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股票（证券简称：万和电气，证券

代码：002543）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2年 9月 8日、2022年 9月 9日、2022年 9月 13日）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7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询问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核查，现将核查结果说明如下：

1、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6 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集团”）出
具的《关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告知函》，为支持万和集团进行产业生态布局，万和集团于
2022 年 9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2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9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7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万和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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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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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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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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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2-091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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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解除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上峰控股 是 5,760,000 1.79% 0.59% 2020.11.2 2022.9.9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绍 兴 诸 暨
支行

上峰控股 是 4,320,000 1.34% 0.44% 2020.11.2 2022.9.9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绍 兴 诸 暨
支行

合计 - 10,080,000 3.14% 1.03% - - -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 质 押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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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上峰控股 321,479,293 32.97% 113,770,0
00 35.39% 11.67% 0 0 0 0

合计 321,479,293 32.97% 113,770,0
00 35.39% 11.67%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2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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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2022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

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2年 9月 16日（星期五）14:00至17:00。

届时公司总裁费俊杰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陈凯鸿先生、财务总监刘华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
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 2022年上半年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2-06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

85%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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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3 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瑞泽”）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 85%股权的议
案》。 2022年 7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日，公司与华
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水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肇庆

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岗水泥”）85%的股权转让给华润水泥，转让价格人民币 53,975 万
元（具体金额根据交割审计报告与基准日审计报告确认的所有者权益变动按约定进行相应调整）。 具
体内容见《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 8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 85%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3.6 亿元，同时，金岗水泥已完
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持有金岗水泥的股权由 100%变更为 15%。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
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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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22临-042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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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本案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本案件涉案金额为 3,910,487.41 元，一审判决需支付 1,786,753.8 元，二审维持原

判。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国贸公司前期已经计提部分坏账，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

产生的影响为 61.37万元。
针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湘潭分行”）与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贸公司”）、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用证纠纷案件，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6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公告编号：2021
临－042）、2022年 4月 2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告，公告编号：2022 临-012）进行了披露。近日，国贸公司收到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
达的民事判决书。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序号 二审案号 受理机构 上诉方 被上诉方 案由 诉讼金额（元） 目前进展情况 目前进 展
情况

1
（2022） 湘
03 民 终
923 号

湘 潭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湘电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湘 潭
分行

信 用 证
纠纷 3,910,487.41

国贸公 司需向 原 告
支付及 承担诉 讼 费
用共 1,786,753.8 元 ；
公司承 担连带 责 任
担保

二审维 持
原判

此诉讼案件，原告交行湘潭分行诉讼请求金额为 3,910,487.41 元，经一审法院审理判决，国贸公
司需向原告支付 1,775,833.8元、承担诉讼费用 10,920元，以上合计 1,786,753.8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 国贸公司在上诉期内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2年 8月 29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
院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终审判决，国贸公司前期已经计提部分坏账，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为

61.37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 03民终 923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26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变更
及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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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职工监事刘浩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浩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因刘浩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在公司职工大会选举出新的职工监事之前，刘浩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
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于 2022年 9月 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王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的任期相同。

公司董事会对刘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简历：
王勇，男，1993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专员、财务经理、投

资者关系经理，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321 证券简称：正源股份 编号：2022-042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四川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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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2022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

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2年 9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14:00至 17:00。

届时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
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2-048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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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指导、 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2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星
期五）15: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席刚先生、总裁朱川先生、董事会秘书郑世锋先生、财务总监褚雅
楠女士将在线就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风险防控、投资者保护等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2-052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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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将参加由

四川证监局、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2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周
五） 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
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兵，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张凤术。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