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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2022-070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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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平房开发区烟台一路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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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1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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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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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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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海英出席会议，副总经理王利春、李天翥、财务总监王磊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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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39,589 99.9134 578,600 0.086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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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39,589 99.9134 578,600 0.086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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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39,589 99.9134 578,600 0.0866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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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39,589 99.9134 578,600 0.086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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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18,1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新增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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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18,189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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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 2,331,0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 2022年新增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331,0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加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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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国涛、张一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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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7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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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9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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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将结合

疫情防控要求适时调整。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9 月 14 日(星期三) 至 09 月 20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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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ng.wu@diareag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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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0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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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1日下午 15: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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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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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1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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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兼总经理：凌世生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吴娅鸿女士
独立董事：章国标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21 日下午 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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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4 日(星期三) 至 09月 20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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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ng.wu@diareag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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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5391552
邮箱：yahong.wu@diareagent.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及参会人员有可能会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做相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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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5555 证券简称：德昌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2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获得项目定点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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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同类型：定点通知书；
● 合同内容：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波德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近日陆续收到了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定点通知（以下简称“上海同驭电机项目”），
选择公司作为某汽车项目的制动电机零部件供应商，以及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定点
通知（以下简称“捷太格特电机项目”），选择公司作为某国内整车厂的 EPS电机零部件供应商；

● 合同生效条件：定点通知书双方盖章后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上海同驭电机项目为 2023 年 12 月-2030 年 11 月、捷太格特电机项目为 2023

年 7月-2031年 6月；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本合同履约期限较长，在后续合同执行过程中，采购订单订购的产品数量可能会发

生变化，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
带来的风险等。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合同内容概述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波德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陆续收

到了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定点通知， 选择公司作为某汽车项目的制动电机零部件供应
商，以及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定点通知，选择公司作为某国内整车厂的 EPS 电机零部
件供应商。

（一）上海同驭电机项目
1、 合同相对方名称：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某型号制动电机；

3、 合同数量：预估销售金额 7.8亿元人民币；
4、 合同履行期限：2023年 12月-2030年 11月。
（二）捷太格特电机项目
1、合同相对方名称：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某型号 EPS电机项目；
3、合同数量：预估销售金额 3.8亿元人民币；
4、合同履行期限：2023年 7月-2031年 6月。
二、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次公告披露的定点通知，表示客户对公司相关产品性能和供货资格的认可，将进一步巩

固和促进市场份额提升。
2、 本次公告的定点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但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年

度业务收入，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上述事项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后续合同而与对方当事人形成

依赖。
三、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定点通知并不反映一级供应商最终的实际采购数量，目前项目总金额仅为预计金额，后续实际

开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订单结算金额为准。
2、公司实际销售金额将与汽车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整个项目的实施周期比较长，而汽车市

场整体情况、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均可能对一级供应商的生产计划和采购需求构成影响，进而给
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尽管合同双方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产品开
发遇阻、一级供应商业务调整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

3、 此次公告的上海同驭某型号制动电机项目预计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量产， 捷太格特某型号
EPS电机项目预计于 2023年 7月开始量产，上述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均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后续公司将积极做好产品开发、生产、供应等工作，同时加强风险管控，减少市场
波动可能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4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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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五合东路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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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5,9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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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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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徐磊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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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鸿斌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丁开政，财务负责人王培荣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 2022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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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756,300 99.9574 155,700 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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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增 2022年度担保预
计的议案 6,832,300 97.7718 155,700 2.228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情况：议案一《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议案一《关于新增 2022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

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扬远 魏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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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81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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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雁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10,251,05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049%，股份来源为公司控
股股东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8日完成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后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 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合计不超过 6,150,568 股

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窗口期不减持，且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
减持的期间除外）。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日收到上海雁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 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976%，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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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
丰向日葵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0,251,050 5.000049% 协议转让取得：10,251,0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

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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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上海雁丰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雁丰向日
葵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000 0.000976% 2022/6/14 ～2022/
9/13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3.95 －
13.95 27,900 已完成 10,249,050 4.999073%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5398 证券简称：新炬网络 公告编号：2022-038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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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088号上海镇坪智选假日酒店六楼智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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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21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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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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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正暘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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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董事李灏江先生、孙正晗女士和程永新先生、独立董事褚君

浩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其中李灏江先生和程永新先

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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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6,2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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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6,268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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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7,545,9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邱天元律师、李怡垚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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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538 证券简称：和辉光电 公告编号：2022-035

上海和辉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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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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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9月 14 日（星期三）至 9月 20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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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verdisp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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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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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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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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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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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傅文彪先生，董事、总经理刘惠然先生，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凤玲女士（如有特殊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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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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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4 日（星期三）至 9 月 20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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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verdisp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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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部门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0892866
传真：021-60892866
邮箱：ir@everdispl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533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2-033

苏州上声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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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1日 (星期三) 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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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4 日(星期三) 至 09 月 20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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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avox_zq@chinasonav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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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0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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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1日 下午 14: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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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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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1日 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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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先生
财务总监：陶育勤女士
董事会秘书：朱文元先生
独立董事：秦霞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21 日 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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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4 日(星期三) 至 09月 20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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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avox_zq@chinasonav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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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 话：0512-65795888
邮 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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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2022-045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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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投资
者可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至 9 月 21 日(星期三)16:00 前通过公司邮箱 hnddm@warrant.com.cn
或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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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2日上午 09:0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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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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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2日上午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黄本东先生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窦琳女士
财务负责人：曹湘琦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乔桥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22 日上午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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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5日(星期四)至 09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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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ddm@warr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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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31-85910599
邮箱：hnddm@warr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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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332 证券简称：中科蓝讯 公告编号：2022-014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陈大同先生以外的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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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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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 4068号智慧广场 A 栋 1301-1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7,429,5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7,429,5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52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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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志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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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出席 4 人，陈大同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仕兵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李斌女士通讯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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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413,055 99.9652 16,500 0.034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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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413,055 99.9652 16,500 0.034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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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413,055 99.9652 16,500 0.034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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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413,055 99.9652 16,500 0.034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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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413,055 99.9652 16,500 0.034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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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701,644 97.7024 16,500 2.2976 0 0.0000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701,644 97.7024 16,500 2.29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议案 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议案 1、议案 2、议案 4、议案 5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险峰、廖金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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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682 证券简称：锦和商管 公告编号：2022-049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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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68号锦和中心 1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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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2,9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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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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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集，董事长郁敏珺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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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独立董事吴建伟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WANG LI（王立）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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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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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50,100 99.9995 1,200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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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议案 18,900,100 99.9936 1,200 0.0064 0 0.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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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成威、张雨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案文件目录
1、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4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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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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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星期三)至 9 月 20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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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qb@sok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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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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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上午 11: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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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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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21日上午 11:00-12: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卫国先生；
公司董事：Fu Raosheng先生；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瑛强先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伍俊芸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2年 9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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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资者可于 2022年 9月 14 日(星期三) 至 9月 20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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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qb@sok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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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2、联系电话：0731-87191777-8088；
3、电子邮箱：zqb@soka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1

天津久日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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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6:00-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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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星期四）至 9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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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uri@jiuri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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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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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下午 16: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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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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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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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锋先生
董事、总裁：解敏雨先生
董事、副总裁（研发负责人）：张齐先生
独立董事：张弛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
财务总监：马秀玲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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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星期四)至 9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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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uri@jiuri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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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58330799
电子邮箱：jiuri@jiuri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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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313 证券简称：仕佳光子 公告编号：2022-053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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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202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至 9 月 20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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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sjphot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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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明会类型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仕佳光子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为了更好的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
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现就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意见和建议。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海泉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远大先生，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赵艳涛先生，独立董事申华萍女士（如有特殊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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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上午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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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4 日（星期三）至 9 月 20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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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sjphot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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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392-2298668
电子邮箱：ir@sjphot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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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5318 证券简称：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2-028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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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9月 20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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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3 日(星期二) 至 09 月 19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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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ors@fsilo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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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20 日 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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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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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9月 20日 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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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正华
董事会秘书：蔡凌雲
财务总监：徐沈丽
独立董事：朱利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20 日 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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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3日(星期二) 至 09月 19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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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ors@fsil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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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
电话：13456332700
邮箱：3970219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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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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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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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基本情况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品茗科技”）及子公司西安丰树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9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6,772,327.24 元，其中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6,772,327.24 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0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
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