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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6 证券简称：欣贺股份 公告编号：2022-110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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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厦门思明建发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黄文增、柯淮诚共同参与认购投资基金厦门建发长榕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长榕贰号”）份额并签署《厦门建发长榕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出资额 3,000万元人民币，占长榕贰号出资总额的 24.79%，该基金主要投资
于医疗健康、先进制造、TMT消费领域的成长初期或中后期的项目。 长榕贰号各合伙人现已全部完成
实缴出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0月 27日、2022年 11月 17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7）、《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09）。
二、对外投资进展
2022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根据《证券投

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长榕贰号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主要内容如下：

基金名称：厦门建发长榕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2年 11月 22日
备案编码：SXP199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密切关注投资基金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2-临 118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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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本次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 5,000万元， 系前次担保的到期续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696,800 万元，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
余额为 629,800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4.50亿元， 用于天富集团及其全资
子公司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及信托贷款等各类借款事项，其中：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及其全
资子公司在交通银行不超过 3.50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 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及其全资
子公司在交通银行借款已提供担保 2亿元（含本次担保）。

详情请见 2022年 10月 28 日、11 月 15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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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的 2022-临 100、2022-临 101、2022-临 112号临时公告。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天富集团向交通银行办理流动
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5,000万元。 天富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
署《反担保合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 52小区北一东路 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1,741,378,100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电力能源资产运营；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信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工业
设备维护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维修、设备租赁；节能技术推广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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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富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752,079.90 4,795,321.29

负债总额 3,559,411.15 3,577,523.92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92,668.74 1,217,797.37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649,550.36 1,703,086.91

净利润 -4,217.69 -52,433.19

数据来源：天富集团 2021年度审计报告、2022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以上数据均为合
并数

审计单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41.10%的股权，故天

富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就天富集团 5,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与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
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天富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主债权金额：5,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6、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证担保范

围，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权及相应利息（含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
诉讼费用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696,800万元，占
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07.8524%；其中为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

公司担保余额为 54,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3583%；新疆天富金阳新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 13,000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0122%；为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为 629,800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7.4819%。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5588 证券简称：冠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3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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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
●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及产品期限：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 30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2.8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为自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5）。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
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因素影响，导致收益波动。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
适量地介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实施和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现金资产
收益，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二）现金管理金额
人民币 1,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 资金来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489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275,000 股，发行价格为
27.4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50,110.05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4,523.26 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45,586.79万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1年 8月 5日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8月 9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1BJAA120480）。 公司已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万元 ） 拟 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额
（万元 ） 建设期

1 功能性结构件 、超高清液晶显示面板及
研发中心 50,000.00 45,586.79 36 个月

合计 50,000.00 45,586.79 -

截至 2022 年 9 月 9 日，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6,955,415.89 元（含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119,302,089.04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87,040,995.88元。

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部分募集资金将会出现暂时闲置的情况，公
司拟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投资方式及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1.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受托方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金额 1,000 万元

存款币种 人民币

风险等级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收益率
（年化） 1.50%-3.12%

存款期限 30 天

起息日 2022 年 11 月 23 日

到期日 2022 年 12 月 23 日

兑付日 到期日当日，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
如期间存款产品提前终止 ，兑付日原则上为提前终止日当日，具体以兴业银行公告为准。

结构化安排 -

收益分配方式 于到期日收回产品本金，并获得产品收益。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基准价

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是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
钩 ，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存款产品。

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否

以上投资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投项目正 常进行。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9月 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实施和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2.8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投资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

投资产品，由财务总监审核后提交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审批。
3、独立董事、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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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对购买的投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

核算工作。
5、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4,743.95 135,513.53

负债总额 31,524.47 36,51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219.48 98,99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9.26 7,144.69

（二）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 31,303.88
万元的比例为 3.19%，不存在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和投资进度，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需要，
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因素影响，导致收益波动。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
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2-148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进展暨办理实际

控制人第一批无偿赠与股份过户实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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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实际控制人赠与股份数量：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本次拟办理实

际控制人第一批无偿赠与股份过户的数量为 21,07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854%。
本次股份赠与过户不会造成公司股本总额、股份性质的变化，亦不会造成股本结构的重大变化。

本次赠与股份过户后，实际控制人之间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084,60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40.4178%。 本次股份赠与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一、 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制定并发布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9—2024年）》。 为推进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落实，公司实际控制
人俞其兵先生提议公司实施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并承诺将其持有的不超过 1 亿股分两批无偿赠与
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作为全部股票来源，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最终赠与股票数量。 2019 年 9 月，公
司开始实施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并制定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事业合伙人计划草案》”）。 相关议案已于 2019年 10月 9日获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

2022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
中期权益归属的议案》，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的要求，公司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开展了中期考核及中期权益归属， 根据考核期公司层
面和个人层面的业绩考核完成结果， 对公司事业合伙人可归属的份额及权益进行确认。 经对 2019-
2021年公司层面业绩以及持有人个人层面绩效的综合考核，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34名持有人均
符合归属条件，同意确定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向持有人中期归属的份额为 21,076,500 份，并同意
办理对应的股份过户手续，在过户后通过内部登记方式将相关权益确认至相关持有人名下。

二、 本次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过户股份情况
根据《事业合伙人计划草案》规定，本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

生无偿赠与的股份；本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份额对应股份数为 1股为 1份。 鉴于目前公司事业合伙人
持股计划中期权益归属已完成，在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同意后，公司拟办理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中
期归属份额对应股份（即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第一批赠与股票）的赠与过户手续。 有关过户股份的情
况如下：

1、赠与过户股票（标的股票）的情况
过户股票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过户股票证券代码：601636；
过户股票证券类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过户股票数量：21,076,500股；
过户股票的价格：0元/股（无偿赠与）。
2、赠与方情况
姓名：俞其兵；
身份证号码：33022619**********；
过出证券账户号码：A36965****；
3、受赠方情况
受赠方名称：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受赠方账户号码：B882980213。
三、 本次股份赠与过户事项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9年 10月 9日，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事业合伙人计划草案》约定，公司

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生在本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完成考核后， 及时将相应股票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

2、2022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事业合伙人计
划中期权益归属的议案》， 确定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向持有人中期归属的份额为 21,076,500 份，
并同意办理相应的手续。

四、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意见

2022年 11月 1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生出具了《承诺函》，同意公司办理本次赠与股份过
户，该自愿性承诺的主要内容为：

1、根据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中期权益考核及归属结果，本人本次无偿赠与事业合伙人持股
计划的股份情况如下：

（1）无偿赠与的股份证券代码：601636；
（2）无偿赠与的股份数量：21,076,500股；
（3）无偿赠与股份的证券类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本人承诺将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3、本人承诺本人所持拟赠与的旗滨集团股票为本人合法持有，且产权清晰；在上述赠与过户时

点，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及其他任何影响上述股份转让的情况。 如发现或发生本人所持拟赠与的旗
滨集团股票存在权利瑕疵，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

五、 本事宜对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赠与股份过户实施前， 俞其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02,5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991%；俞其兵先生一致行动人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81,172,97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5.3838%；俞其兵先生一致行动人俞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012,92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203%。俞其兵先生及其前述一致行动人（包括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及俞勇先生在内）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105,685,9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2032%。

本次赠与股份过户完成后， 俞其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81,423,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137%；俞其兵先生一致行动人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81,172,97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5.3838%；俞其兵先生一致行动人俞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012,92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203%。俞其兵先生及其前述一致行动人（包括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及俞勇先生在内）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084,60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178%。

本次赠与股份过户前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赠与前持有股份 赠与股份 赠与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俞其兵 （赠
与主体）

合计持有股份 402,500,000 14.9991 -21,076,500 -0.7854 381,423,500 14.21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2,500,000 14.9991 -21,076,500 -0.7854 381,423,500 14.2137

福 建 旗 滨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81,172,979 25.3838 0 681,172,979 25.38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81,172,979 25.3838 0 681,172,979 25.3838

俞勇 （一致
行动人）

合计持有股份 22,012,922 0.8203 0 22,012,922 0.82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012,922 0.8203 0 22,012,922 0.8203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105,685,901 41.2032 -21,076,500 -0.7854 1,084,609,401 40.41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05,685,901 41.2032 -21,076,500 -0.7854 1,084,609,401 40.4178

六、 其他
本次赠与股份过户事宜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尚需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批准，公司将持续关注事业合伙人持股上述股份过户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 备查附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2、 实际控制人《承诺函》。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2022-072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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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康地恩”）、青岛康地恩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物药业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为潍坊康地恩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000万元， 为动物药业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潍坊康地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不含本次），为
动物药业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2022年 11月 23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潍坊康地恩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000万元。

2、2022年 11月 23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动物药业公司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

（二）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 4月 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

司于 2022年 5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2022年 5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对外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2）。

（三）担保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

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同意公司在 2022 年度对资
产负债率为 70%以下（以公司 2021 年经审计数据计算）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8,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有效期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潍坊康地恩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占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动物药业公
司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 1,000万元， 占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6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的可用担保
额度为 24,000万元。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潍坊康地恩
公司名称：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5678114407L
成立时间：2008年 7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李玉强
注册资本：6,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夷安大道东祥和路南(夏庄工业园)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添加剂生产；饲料生产；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销

售；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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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饲料原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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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康地恩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7,247.37 29,156.76

负债总额 10,267.52 6,032.69

净资产 26,979.85 23,124.07

项目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4,634.25 36,879.99

净利润 3,667.94 6,188.08

（二）动物药业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737278437X
成立时间：2002年 6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刘西锋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春海路 3号
经营范围：生产：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溶液剂、消毒剂（固体）、

非氯消毒剂（液体）；生产饲料添加剂（产品名称：氨基酸（Ⅱ））：牛磺酸 微生物添加剂（Ⅱ）：枯草芽孢
杆菌、嗜酸乳杆菌、粪肠球菌、植物乳杆菌、酿酒酵母 抗氧化剂（Ⅱ）：乙氧基喹啉 防腐剂（Ⅱ）：丙酸 酸
度调节剂（Ⅱ）：乳酸、富马酸、柠檬酸、酒石酸、碳酸氢钠、氯化钾 寡糖（Ⅱ）：低聚木糖 大蒜素（Ⅱ）；生
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兽药生产许可证，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 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兽药、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不含生物制品）的研究。批发、零售：兽药
（不含兽用生物药品）（兽药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饲料及饲料添加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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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药业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1,867.72 17,356.27

负债总额 12,113.41 7,892.15

净资产 9,754.32 9,464.12

项目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经审计 ）

营业收入 7,249.48 10,461.33

净利润 230.83 533.58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潍坊康地恩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债务人：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5、主债权发生期间：2022年 11月 23日至 2023年 11月 22日
6、保证期间：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

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7、担保金额：人民币 7,000万元
8、保证范围：《授信协议》下的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柒

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二）公司为动物药业公司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债务人：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3、保证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5、主债权发生期间：2022年 11月 23日至 2023年 11月 22日
6、保证期间：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

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7、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8、保证范围：《授信协议》下的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叁

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4,000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7.42%。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44,000万元，占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7.42%。

(二) 逾期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148
债券代码：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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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狮国际贸易（青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狮国贸”）。
● 本次担保数量：本次新增为金狮国贸提供的人民币 22,310.95万元担保保证。
●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金狮国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

币 491,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80,850.89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

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开立 2,965.60万美元信用证，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与农业银行签订
编号 84040120220000716的《进口开证合同》，信用证于 2022年 11月 22日办理完毕。

2022年 2月 19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84100520220000187，担
保期限自 2022年 2月 19日至 2023年 2月 18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90,000万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 10月 28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 11月 14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增
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增加 30 亿元担保额度，本次增加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累计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6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MABMWWA61G
3、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 05月 05日
6、法定代表人：伊国勇
7、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 45 号东办公楼二楼 216-2-1

室（A）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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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本公司关系：金狮国贸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金狮国贸总资产为 987，947,558.78 元、 总负债为

949,626,537.55 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 949,626,537.55 元、 净资产为 38,321,021.23 元、 净利润为
2,320,021.23元。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 90,000万元
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迟履约利息及本金、保全保险费及

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期限：2022年 2月 19日至 2023年 2月 18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所需，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
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金狮国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

491,000万元，实际使用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80,850.89万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602 股票简称：云赛智联 编号：临 2022-035
900901 云赛 B股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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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被担保人包括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 7家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2022 年 10 月担保人民币 1,839.99 万元， 担保美元 0.00 万元， 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合计

1,839.99万元；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1,917.14 万元，公司除为控
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没有其他对外担保，被担保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低于 70%。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云赛智联）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十一届六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云赛数海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科技网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公
司于 2022年 2月 28日召开十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洋万邦对其
全资子公司香港南洋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于 2022年 3月 27日、2022年 5月 18日召开公司十一届
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2月 6日、2022年 3月 1日、2022年 3月 29日、2022年
5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被担保人为 7家下属公司：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万邦”）、上海云赛智

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科技”）、上海塞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嘉电子”）、上
海仪电鑫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鑫森”）、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诺时代”）、上海云赛数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数海”）、南洋万邦（香港）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南洋”）。

公司为南洋万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为信息科技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000万元；为塞嘉电子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
民币 4,000万元；为仪电鑫森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为云赛数海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30,000万元；南洋万邦为其全资子公司香港南洋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美元 200万元。

2022年 10月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合计 1,839.99万元，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为南洋万邦
担保余额人民币 2,903.04万元，为信息科技担保余额人民币 620.02万元，为塞嘉电子担保余额人民币
112.43 万元，为仪电鑫森担保余额人民币 1,038.71 万元，为信诺时代担保余额人民币 104.59 万元，为

云赛数海担保余额人民币 16,479.90万元，南洋万邦为香港南洋担保余额美元 91.75 万元，折合人民币
658.45万元。 以上担保余额总计 21,917.14万元。

三、被担保人的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以上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1,917.14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92%。
公司对外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2-020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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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1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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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4日(星期四)至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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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fo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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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 12月 01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举行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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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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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1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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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及总经理：黄河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永先生
财务总监：杨徐燕女士
独立董事：王秀萍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12 月 01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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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4日(星期四)至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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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fo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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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微
电话：010-59603941
邮箱：ir@fo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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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22-039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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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02 日(星期五) 上午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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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5日(星期五) 至 12月 0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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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D@ha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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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 2022年 12月 02日 上午 09:00-10:00举行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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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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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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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发布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独立董事等相关人

员(如会议当天有特殊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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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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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5日(星期五) 至 12月 0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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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D@haday.cn向公司提问， 邮件标题请注明：“海天味业 2022 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提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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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7-82836083
邮箱：OBD@ha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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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300657 证券简称：弘信电子 公告编号：2022-159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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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98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249.7713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财务顾问均对该议案发
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 249.7713 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
宜已于 2022年 11月 23日办理完毕。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注销不影
响公司股本，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公告编号：2022—048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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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2)第 247号》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 30,830.60 万元
人民币，受让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二、关联交易实施完成情况
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本次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至

此，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即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备查文件
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500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2-050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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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了《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
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事后审核发现，文件中部分内容存在差错，具体如下：

修订前
一、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核查意见

5、本次激励计划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修订后
一、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核查意见
5、本次激励计划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审议表决。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198 证券简称：迎驾贡酒 公告编号：2022-024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少注册资本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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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9月 30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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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上刊载了《安徽迎驾贡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减少注册资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驾集团”）的通知，迎驾集团已

在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减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迎驾集团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243,561,996元减少至人民币 228,601,996 元。

迎驾集团减资程序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仍为迎驾集团，
实际控制人仍为倪永培先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