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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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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11月 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6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
于 2022年 11月 30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 12点 30 分
召开地点：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公司办公楼 10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11月 30日
至 2022年 11月 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补充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2 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75 新疆天业 2022/11/2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参会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参会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本人参会的，凭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参会的，凭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送达，信函或传真登记需附上上述 1、2 款所
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4、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
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
公司受托持有， 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
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地址：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
邮政编码：832000
联系人：李新莲、马晓红
公司邮箱 master@xj-tianye.com
联系电话：0993-2623118 传真：0993-2623163
（三）登记时间：2022 年 11月 28日、29日上午 10：00-13：30，下午 15：30-19：30。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年 11月 30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审议关于补充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2 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 、“弃权”或“回避”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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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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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5月 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1 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2,108.34 万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4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7,437.1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486.04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5,951.06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1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0
年 6月 11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230Z0085号”的《验资报告》。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金宏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
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同时，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2020年 6月，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城支行、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 4月，公司与眉山金宏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2年 9月，公司与全椒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存放募集资金

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广州金宏
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北京金宏电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存放募集资
金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已签订的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265519000071458 正常使用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0538901040105884 正常使用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600004321 已注销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12902736810403 正常使用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546974729552 已注销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400545532 已注销
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75100122000239848 本次注销
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城支行 51981700000854 已注销
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50020010100309491 正常使用
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600656629 正常使用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265529000074522 正常使用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7110188000214033 正常使用
1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06610100188881190 正常使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因公司存放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账号：75100122000239848）募集资金账户对应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充装 125万瓶工业气体项目”已结项，并已将结余募集资金 1,310.15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为方便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决定将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予以注销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
终止。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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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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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种类：券商理财产品
●投资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1年 12月 24日和 2022年 1月 11日，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核查
意见。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仍不排除因
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公司将合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10月 21日核发《关于核准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9号），公司以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334 万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6.1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3,777.42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
5,980.7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796.6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账并经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12月 9日出具“众会字（2020）09107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公司、 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具体情况详见 2020年 12月 1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西上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及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乘用车立体智能分拨中
心（立体库）扩建项目”变更为“西上海汽车智能制造园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变更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0）。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西上海汽车智能制造园项目 32,400.00 32,400.00

（四）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受托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券商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博盈系列中证 500鲨鱼鳍双边 1月期第 345号
产品金额 1,000万元
产品期限 34天
产品起始日 2022年 11月 24日
产品到期日 2022年 12月 28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0%至 4%浮动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因浮动收益无法预计收益金额
结构化安排 无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要
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行。

（五）现金管理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的期限为 34天。
二、审议程序
2021年 12月 24日和 2022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本次现金管理是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会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公司虽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
动的影响。

（二）风控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保本

型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以及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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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6,612,010.51 1,936,780,146.80
负债总额 654,161,981.38 655,689,604.31
资产净额 1,262,135,093.88 1,204,167,170.46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4,163,243.03 133,098,781.42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3.91%，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
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116 证券简称：三峡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22-068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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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11月 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临 2022-067号）。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具体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99号升伟晶石公元 11栋 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11月 30日
至 2022年 11月 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

2 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由 2022年 11月 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提交， 相关决议公告详见 2022 年 11

月 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交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16 三峡水利 2022/11/2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会议登记办法：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受托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登记；个人股股东持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受托人需持有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2年 11月 24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3、现场会议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99号升伟晶石公元 11栋 5楼。
4、现场参会股东务必提前关注重庆市疫情防控政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当天，请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严格遵守重庆市疫情防控要求，配合公
司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并请全程佩戴口罩，敬请广大股东支持和理解。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电话：（023）63801161
传真：（023）63801165
邮编：400010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99号升伟晶石公元 11栋 5楼。
2、联系人：师清誉 肖逆舟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年 11月 30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2 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重庆川仪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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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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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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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zqb@cqcy.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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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02 日上午 11:00-
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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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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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02日（星期五）上午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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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加人员
董事长：吴朋先生
总经理：吴正国先生
独立董事：柴毅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利女士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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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2 月 02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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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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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zqb@cqc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艳雁、张雨潇
电话：023-67033458
邮箱：cyzqb@cq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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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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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967 证券简称：中创物流 公告编号：2022-041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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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实施计划前，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创物流”）董事、副总经理刘青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2,65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6%；董事丁仁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92,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31%；董事冷显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0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1%；监事张培城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248,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6%； 高级管理人员高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184,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3%； 高级管理人员楚旭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28,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日披露了《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2）,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上述董监高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
行。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并遵守减持承诺及窗口期相关规定。

因减持时间过半，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了《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公司董事冷显顺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数量 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288%；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楚旭日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173%。刘青先生、高兵先生、丁仁国先生、张培城先
生未实施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届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区间内，公司董事冷显顺先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2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600%；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楚旭日先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39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145%。刘青先生、高兵先生、丁仁国
先生、张培城先生未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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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652,000 0.76% IPO前取得：2,0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12,000股

丁仁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092,000 0.31% IPO前取得：8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2,000股

冷显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808,000 0.81% IPO前取得：2,1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48,000股

张培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248,000 0.36% IPO前取得：9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88,000股

高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184,000 0.63% IPO前取得：1,6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04,000股

楚旭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28,000 0.58% IPO前取得：1,5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68,000股

注：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 日披露了《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2），披露该公告时，董事、副总经理刘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40,000股，董事丁仁国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840,000股，董事冷显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160,000股，监事张培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960,000
股， 高级管理人员高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1,680,000股， 高级管理人员楚旭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1,560,000股。公司于 2022年 5月实施 2021年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266,666,700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股，转增股份于 2022年 5月 19日上市流通，该次转增完成后，各
减持主体减持前所持股份数见上表，各减持主体持股比例不变。

由于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各减持主体在减持计划中的减持数量调整如下：刘青先生计划减持由
不超过 510,000股调整至 663,000股,丁仁国先生计划减持由不超过 210,000 股调整至 273,000 股,冷显顺先
生计划减持由不超过 540,000 股调整至 702,000 股 , 张培城先生计划减持由不超过 240,000 股调整至
312,000股，高兵先生计划减持由不超过 420,000股调整至 546,000股，楚旭日先生计划减持由 390,000 股调
整至 507,000股，各减持主体减持比例不变。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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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青 0 0% 2022/5/25 ～2022/
11/24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663,000股 2,652,000 0.76%

丁仁国 0 0% 2022/5/25 ～2022/
11/24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273,000股 1,092,000 0.31%

冷显顺 208,000 0.0600% 2022/5/25 ～2022/
11/24

集中竞
价交易

11.01 －
11.10 2,299,080 未 完 成 ：

494，000股 2,600,000 0.75%

张培城 0 0% 2022/5/25 ～2022/
11/24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312，000股 1,248,000 0.36%

高兵 0 0% 2022/5/25 ～2022/
11/24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546,000股 2,184,000 0.63%

楚旭日 397,000 0.1145% 2022/5/25 ～2022/
11/24

集中竞
价交易

10.71 －
10.92 4,285,949 未 完 成 ：

110,000股 1,631,000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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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25 日

证券代码：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转债代码：113644 转债简称：艾迪转债

证券代码：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2022-060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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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烟台翔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

宇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46,741,7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7%，其中被质押的股份累计 46,081,5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1.40%，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

●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98,905,42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9.38%。 本次股东股权质押办理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中已质押

的股份总数为 46,081,5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9.24%，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4日接到控股股东翔宇投资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翔宇投资 是 18,461,500 否 否 2022.11.23 2023.11.23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58 2.20 偿 还 债

务

合计 - 18,461,500 - - - - - 12.58 2.20 -

本次质押股份均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翔宇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 15,23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1%
解质时间 2022年 11月 24日
持股数量 146,741,743股
持股比例 17.4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6,081,5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4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翔宇投资解除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有变动，翔宇投资
将及时通知公司，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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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翔 宇
投资 146,741,743 17.47 42,850,000 46,081,500 31.40 5.48 0 0 0 0

宋飞 9,789,107 1.17 0 0 0 0 0 0 0 0

FENG
XIAO
HONG

195,632,833 23.29 0 0 0 0 0 0 0 0

SONG
YU
XUAN

146,741,743 17.4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98,905,426 59.38 42,850,000 46,081,500 31.40 5.48 0 0 0 0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翔宇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而且股份质押比例较小，质押风险在可控

范围之内。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翔宇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积极
应对，并及时通知公司，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611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7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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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份”或“公司”）董事钟锁铭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1,50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56%；高级管理人员刘云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04%；高级管理人员刘宏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约为 0.04%。

董事钟锁铭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刘云华先生及刘宏俊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13,5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约为 0.6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钟锁铭先

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14%，即减持不超过 375,875股。
刘云华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1%， 即减持不超过
26,250股。 刘宏俊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1%，即减
持不超过 26,250 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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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锁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3,500 0.56%
IPO前取得：290,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9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9,400股

刘云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5,000 0.04% 其他方式取得：105,000股

刘宏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5,000 0.04% 其他方式取得：10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过去 12个月内未实施任何减持。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 划 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钟锁铭 不 超 过 ：
375,875股

不超过：
0.14%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375,875股

2022/12/16 ～
2023/6/1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前持有的股份；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需求

刘云华 不 超 过 ：
26,250股

不超过：
0.0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6,250股

2022/12/16 ～
2023/6/15 按市场价格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份 个人需求

刘宏俊 不 超 过 ：
26,250股

不超过：
0.0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6,250股

2022/12/16 ～
2023/6/15 按市场价格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份 个人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钟锁铭先生、刘云华先生及刘宏俊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

钟锁铭先生、刘云华先生及刘宏俊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减持计划，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钟锁铭先生、刘云华先生及刘宏俊先生在本次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2-097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21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2年 11月 23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因公司原董事刘利
振先生已于 2022年 11月 22日辞职，刘利振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人。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并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抵押合同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以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499 号步步高星城商业中心部分物业（建筑面积

7,412.27平方米） 和公司子公司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名下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步步高置业·新
天地（建筑面积 69,444.95 平方米）为公司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综合授信额度 10 亿元提供抵
押担保,并且为存量 6亿元授信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2） 同意公司以名下位于邵阳市双清区建设南路与邵阳大道交汇处邵阳步步高新天地部分 11套物业
（建筑面积 73,997.81平方米）、 位于邵阳市双清区建设南路与邵阳大道交汇处邵阳步步高新天地 4 套物业
（建筑面积 86,210.23 平方米）、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97 套物业（建筑面积 11,811.12 平
方米）和子公司江西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宜春市中山中路 318号步步高宜春广场 2套物
业（建筑面积 61,188.79平方米）为公司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综合授信额度 10 亿元提供第二
顺位抵押担保。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5500 证券简称：森林包装 公告编号：2022-042

森林包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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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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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5日(星期一) 至 12月 09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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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stpackaging@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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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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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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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上午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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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林启军
独立董事：吴龙奇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陈清贤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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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5日(星期一) 至 12 月 09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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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stpackaging@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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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6-86336000
邮箱：forestpackaging@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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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2-147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的通知，获悉合益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补充
质押股份
数量（股）

本次补充
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补充
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补充质押
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合 益
投资 是

2,110,000 1.77% 0.24% 否 是
2022 年 11
月 22日

2022 年 12
月 13日

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 充
质押

1,100,000 0.92% 0.12% 否 是 2023 年 6
月 21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 2022年 11月 22日总股本。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补充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补充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合益投资 119,449,535 13.39% 29,490,000 32,700,000 27.38% 3.66% 0 0.00% 0 0.00%
李晓华 66,919,389 7.50% 7,000,000 7,000,000 10.46% 0.78% 0 0.00% 0 0.00%
Paul Xiaoming
Lee 126,192,257 14.14%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Sherry Lee 71,298,709 7.9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 Yang Li 14,735,754 1.65%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98,595,644 44.67% 36,490,000 39,700,000 9.96% 4.45%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

金偿还风险。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2-135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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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永胜先生函告，

获悉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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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童永胜 是

847.0000 8.94% 1.70% 2021/12/14 2022/11/23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00 2.11% 0.40% 2022/04/12 2022/11/23

300.0000 3.17% 0.60% 2022/04/27 2022/11/23

合计 1,347.0000 14.21% 2.71%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童永胜 9,478.2175 19.05% 0 0.00% 0.00% 0 0.00% 7,108.6631 75.00%

王 萍 3,624.0717 7.28%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 计 13,102.2892 26.33% 0 0.00% 0.00% 0 0.00% 7,108.6631 54.26%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
2、股东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