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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5 证券简称：荣晟环保 公告编号：2022-105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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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自 2022 年 8 月 24 日至 11 月 29 日，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38,210,781.56 元（未经审计），其中，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
助为人民币 30,975,881.56元（未经审计）；与资产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7,234,900.00 元（未经
审计）。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并划分补助的类型，

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30,975,881.56 元（未经审计），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金额为 7,234,900.00元（未经审计），计入递延收益。 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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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22年 8月 24日至 11月 29日，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38,210,781.56 元（未经审

计），其中，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30,975,881.56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 2021 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0.89%； 与资产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7,234,900.00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39%。 具体如下：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类型补助依据 补助金额（元）

1 2022 年 8 月 -11
月 平湖市财政局 福利企业增值税

退税
与收益相
关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6】52
号）

13,520,544.55

2 2022年 9月 平湖市应急管
理局

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补助

与收益相
关

《关于印发平湖支持企业安
全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平政发【2020】55号）

12,500.00

3 2022年 9月 平湖市民政局
2021 年度超比例
安置残疾人奖励
资金

与收益相
关

《关于下达 2021 年度集中就
业企业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
业奖励资金的通知》（平财社
【2022】32号）

546,480.00

4 2022年 9月
上海南虹桥投
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扶持资金 与收益相
关 — 3,060,000.00

5 2022 年 10 月-11
月 平湖市财政局 资源综合利用增

值税退税
与收益相
关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财税【2021】40 号文
件）

13,830,357.01

6 2022年 11月 平湖市就业管
理服务中心

一次性扩岗补助
（第三批）

与收益相
关

《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
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浙人社发【2022】41号）

6,000.00

与收益相关补助小计 30,975,881.56

1 2022年 10月
安徽全椒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项目建设补助 与资产相
关

《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的实施意见》（全发【2019】
2号文件）

7,234,900.00

与资产相关补助小计 7,234,900.00
合 计 38,210,781.56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政府补助均已到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并划分补

助的类型，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30,975,881.56元（未经审计），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7,234,900.00元（未经审计），计入递延收益。 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
润产生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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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2-103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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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技”）；本次担保不存在关

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提供 520.10万元人民

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公司为新能源科技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银行”）提供 520.10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397.09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2年 11月 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62,897.08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59.62%。 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的资金需要，近日，公司与扬子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公司为新能

源科技提供 520.1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新能源科技其他股东未提供担
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5日、2022年 4月 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其中同意由公司为新能源科技向扬子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2022 年 7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其中同意由公司为新能源科技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397.09万元，本
次担保后，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917.19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4,082.81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
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众源新材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
《众源新材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2022年 6月 22日披露的《众源新
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众源新材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2022年 7月 8日披露的《众源
新材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桥北工业园 7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奚海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池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企业管理咨询；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3,339.14 万元， 负债总额 1,273.98 万元， 资产净额
2,065.16万元，2021年度无营业收入，净利润-134.8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503.81 万元，负债总额 6,458.71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2,229.51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5,696.68 万元， 资产净额 4,045.10 万元，2022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2,192.14万元，净利润-820.0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新能源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众源新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投资”）的控股子公
司，众源投资持有新能源科技 70%的股权，芜湖宝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澜投
资”）持有新能源科技 3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伍佰贰拾万壹仟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担

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新能源科技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
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因此，新能源科技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年 11月 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62,897.0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59.6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50,897.08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48.25%，无逾期担保。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01 日

证券代码：600278 证券简称：东方创业 编号：临 2022-054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合并
报表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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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际创业浦东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经贸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

国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汉森环宇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共城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富盛康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 76,485.0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01%，均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一、对外担保总额及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
为支持下属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部及公司下属子公司 2021年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总额不超过 155,310万元，美元总额
不超过 1100万美元（美元汇率按 7.0998 计）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金额占上市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23.59%。 因东方国际创业浦东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公司”）、上海经贸嘉华
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嘉华”）、上海国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铠公司”）、上海新
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纺公司”）、上海汉森环宇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森环宇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对上述几家公司的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截止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企业名称 担保额度 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担保余额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东方国际创业浦东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0万元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经贸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0万元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对外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国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6,000万元 37,075.81万元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
司 上海汉森环宇进出口有限公司 8,670万元 3,500万元

上海汉森环宇进出口有限
公司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44,840万元 23,800万元

上海康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共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500万元 214.73万元

上海东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富盛康有限公司 1100万美元 1100万美元

合计 76,485.02万元

注：美元汇率按 7.1768计算。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

上述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
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 76,485.02 万元（美元汇率按

7.1768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01%。 主要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公司下
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 76,485.0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01%，主要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3.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担保。
五、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1）浦东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7 月，注册地址：上海浦东东园三村 335 号 1001 室，法定代表人：张

荻，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实业投
资，商务信息咨询，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
纺织品、服装、化妆品、日用百货、工艺品的销售。

2021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320.97万元、负债为 6,934.4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934.40 万
元，净资产为 2,386.56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74.40%，2021 年 1-12 月的营业收入为 62,411.43 万元，净
利润为 62.91万元。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218,88.27 万元、 负债为 19,422.38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9,412.58万元，净资产 2,465.89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8.73%，2022年 1-10月的营业收入为 63,445.61
万元，净利润为 79.33万元(未经审计)。

（2）嘉华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0 月 22 日，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450 号 27
层 C-17 室，法定代表人：张荻，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纺织品、服装、日

用百货、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食品流通,医药咨询,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商务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从事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医疗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附设分支机构。

2021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972.00万元、负债为 4,161.5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161.57 万
元、净资产为 810.43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3.69%，2021年 1-12月的营业收入为 19,336.29 万元，净利
润为 70.90万元。

2022年 10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8,515.27 万元、负债为 7,628.1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628.12
万元，净资产 887.15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9.58%，2022年 1-10月的营业收入为 21,279.19 万元，净利
润为 76.71万元(未经审计)。

（3）国铠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9 月，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
号 A-1067 室，法定代表人：王海涛，注册资本 4,000 万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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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转口贸易；食用农产品、饲料原料、化工产品（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妆品、日用百货、食品添加剂、金属材料、有色
金属合金等的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会议及展
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2021 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4,572.05 万元、 负债为 40,277.75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0,277.75 万元、 净资产为 4,294.3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90.36%，2021 年 1-12 月的营业收入为
105,139.13万元，净利润为 294.02万元。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141,585.11 万元、 负债为 136,789.21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6,789.21 万元， 净资产 4,795.9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96.61%，2022 年 1-10 月的营业收入为
113,582.99万元，净利润为 501.60万元(未经审计)。

（4）新联纺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2 月 26 日，注册地址：上海市愚园路 1341 号，法定代表人：陈峥，
注册资本：27,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批发危险化学品（详见许可证）；酒类经营；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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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经贸委批准的进出口业务（按章程），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
贸易（除专项规定），信息咨询，批发金属材料（除专控）、黄金制品、化妆品、服装服饰、纺织品及原辅料
（除棉花收购）、针纺织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宠物用品、燃料油、汽车配件、摄影摄像器材、第一类医
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工原料及产品等。

2021 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49,737.87 万元、 负债为 211,462.46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10,940.62 万元、 净资产为 38,275.4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4.67%，2021 年 1-12 月的营业收入为
553,629.63万元，净利润为 1,056.31万元。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216,402.10 万元、 负债为 176,630.37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75,975.17 万元， 净资产 39,771.73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1.62%，2022 年 1-10 月的营业收入为
601,162.81万元，净利润为 1578.05万元(未经审计)。

（5）汉森环宇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昆路 2377 号 4 幢 901-2973
室，法定代表人：陈峥，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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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针纺织品及原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等的销售，服装服饰、五金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具用品、化妆品、汽
车零配件、食用农产品、宠物食品及用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批发，危险化学品
经营，礼仪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附设分支机构。

2021 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9,496.27 万元、 负债为 42,459.71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2,459.71 万元、 净资产为 7,036.56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5.78%，2021 年 1-12 月的营业收入为
198,596.87万元，净利润为 183.02万元。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68,967.70 万元、 负债为 61,626.46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1,626.46 万元， 净资产 7,341.24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9.36%，2022 年 1-10 月的营业收入为
164,416.82万元，净利润为 293.73万元(未经审计)。

（6）共城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155 号 C 座
2017-B室，法定代表人：乐佳毅，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记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
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区内商务咨询服务；仓储（除危险品）；煤炭及制品的批
发；危险化学品（范围见许可证）；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汽车、食品、酒类、食用农产品的销
售。

2021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032.37万元、负债为 4,159.8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159.83 万
元、净资产为 3,872.54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51.78%，2021年 1-12月的营业收入为 5,724.98万元，净利
润为 49.72万元。

2022年 10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8,054.72 万元、负债为 4,156.2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156.25
万元，净资产 3898.47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51.60%，2022年 1-10月的营业收入为 4,736.64 万元，净利
润为 25.93万元(未经审计)。

（7）富盛康成立于 2012年 3月 8日，注册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88 号英皇集团中心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庞继全，注册资本 30万美元。 公司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商务咨
询服务等。

2021 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19.02 万元、负债为 558.5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58.59 万元、
净资产为 360.44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60.78%，2021年 1-12月的营业收入为 3,688.99万元，净利润为
57.15万元。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1,065.91 万元、负债为 613.9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13.91 万
元，净资产 451.9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7.60%，2022年 1-10月的营业收入为 2,073.46万元，净利润为
28.70万元(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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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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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电话交流形式接待了机构投资者调研，
现将调研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时间：2022年 11月
调研方式：电话交流
调研机构名称（排名不分先后）：海通证券、银华基金、中宏人寿、天治基金、东方证券、华夏基金、

中信证券、贝莱德基金、上海勤远投资、上海名禹资产、观富资产、国融基金、上海海宸投资、中信建投、
颐和久富、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人保资产、国海资管、国信证券、中银基金、天风证券、华宝基金、新华
基金、农银汇理基金、浦银安盛基金、圆信永丰基金、北京和聚投资、富国基金、厦门金恒宇投资、华安
证券、财通证券、华泰柏瑞基金、上海大筝资产、海南容光私募、中荷人寿保险、东证融汇证券、上海歌
斐资产、上海思晔投资

公司接待人员：董事会秘书邹勇坚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李菁颖女士
二、 主要交流内容
问题 1：公司第三季度即饮产品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因？
答：第三季度，即饮板块实现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1、产品陈列方面，公司通过选取

动销较好的门店以及渠道予以聚焦，集中投放资源和费用，增强对消费者的触达，建立产品势能；2、冰
冻化建设是公司今年重点推进的策略之一。 第三季度，公司依照规划，继续推进终端网点冰冻化的建
设，网点数量及质量方面同比去年都有明显提升。 从自有冰箱的产品销售情况来看，冰冻化策略对产
品的销售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公司今年推出的新口味果汁茶、冻柠茶等产品表现积极，对即饮产品的
收入增长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问题 2：公司兰芳园品牌的定位情况？
答：兰芳园是公司定位在长期培育的高端品牌。 兰芳园品牌有着丰富的品牌资源和历史沉淀，公

司后期将会积极地激活这个品牌。 以丝袜奶茶、鸳鸯奶茶及港式牛乳茶三个经典款为标杆，同时配合
冻柠茶及与欧力（上海）饮料有限公司合作的燕麦奶茶等产品，提升兰芳园的收入及品牌活跃度。 我们
相信兰芳园品牌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问题 3：公司经销商的稳定性及积极性如何？
答：公司的经销商体系十分稳定。 一方面，经销商在与公司合作的过程中，收益情况相对较好，且

公司产品在旺季的动销节奏快，对于经销商信心的建立有帮助；另一方面，公司一直关切经销商的利
益，坚持长期主义的理念，通过主动去库存及优化备货节奏，很好地维护了经销商的利益。 相信未来随
着疫情管控的持续优化，公司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与经销商进行密切协作。

问题 4：公司终端网点数有多少家？
答：公司目前在册的终端网点数量大约 60万家，其中，铺货的网点数量约 40万家。 由于公司的资

源和精力相对有限，因此短期内不会简单追求门店数量的大幅增加，而是希望能对现有的门店进行深
耕，选取一些动销比较好的渠道和门店进行聚焦，集中投放资源和费用，通过产品的生动化陈列把势
能建立起来，营造热销的氛围以带动其他渠道和门店的销售。

问题 5：公司与欧力（上海）饮料有限公司的合作产品销售表现情况如何？

答：公司与欧力（上海）合作是基于双方都看好以燕麦奶为代表的植物基产品巨大的市场潜力，因
此合作推进植物基产品的发展，共同开拓市场。 目前，已推出了两款燕麦奶茶产品，消费者反馈比较积
极。 但从整体来看，目前双方合作处于初期探测阶段，还需要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公司与欧力（上海）
对这项业务的未来发展前景都充满信心。

问题 6：公司的冻柠茶产品与竞品的差异点在哪里？
答：柠檬茶是一个很大的品类，市场空间巨大，柠檬本身富含维生素且口感较佳，消费者接受程度

高。 公司认知到柠檬茶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推出了冻柠茶产品。 公司的冻柠茶产品针对现有产品的
消费痛点，进行了改进和优化，包括用蜂蜜替代蔗糖，解决了茶的涩味问题，同时采用低糖配方，既美
味又健康。 从目前的试销情况来看，这款产品市场反馈较好，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问题 7：公司冲泡和即饮产品的渠道分布情况？
答： 由于冲泡和即饮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及业务自身特点不同， 因此在渠道结构上也有一些差

异。 从城市级别来看，冲泡产品渠道集中于下线市场，其中三线以下城市占比较高，而即饮产品一、二
线城市的销量占比较大；从渠道结构来看，冲泡产品以批零渠道、食杂店为主，即饮产品则以学校周边
的原点渠道及城市便利店系统等为主。

问题 8：冲泡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如何？
答：冲泡产品的市场需求，季节性波动大。 在冲泡产品的销售旺季，产能方面有一定的压力，公司

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储备人员等方式来确保第四季度旺季的生产供应，目前冲泡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保
持在高位。

问题 9：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答：1、公司重视开拓创新，求新求变，积极拥抱市场的变化，努力寻求发展合作机会；2、公司不盲

目冒进，注重攻守兼顾。 巩固发展冲泡业务的基本盘，同时积极拓展即饮等创新业务；3、公司持续优化
经营管理策略，采取聚焦策略，使有限的资源和精力得到有效投放；4、公司坚持长期主义的理念，非常
注重经销商利益的维护，为渠道端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问题 10：公司未来是否还有股权激励计划？
答：公司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结合对相关人才的激励需求，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公司会考虑

推出新一轮的股权激励。
问题 11：即饮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如何提升即饮产品的销量？
答：即饮产品的赛道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市场空间也同样广阔。 公司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产品

品类方面积极创新，不断拓宽即饮产品赛道，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夯实基础；2、加大渠道端的投入，包
括增加冰冻化资源的投入，以及在重点的区域组建独立的饮料销售团队；3、适时、适量增加品牌宣传
方面的投入，扩大品牌影响力。 公司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即饮业务未来可以进入全新的发展阶
段。

问题 12：公司第四季度的收入利润展望？
答：结合当前外部环境的发展形势来看，目前还难以做出较准确的预测。 核心因素大致有两点，一

是奥密克戎的传播趋势，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二是今年年初公司冲泡产品进行了提价，最终的传导
效果还有待考察。 公司会继续努力，争取取得更好的经营业绩。

三、 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006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权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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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77,765,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92%。本次解除质押后，
联明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9,000,0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

● 联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蔚娣女士、上海联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明保安”）合
计持有本公司 184,704,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65%。本次解除质押后，联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吉
蔚娣女士、联明保安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联明集团关于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11 月 29 日， 联明集团将其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的共计

26,7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联明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股) 26,7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0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50%
解质时间 2022年 11月 29日
持股数量(股) 177,765,652
持股比例 69.9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9,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4%

经与控股股东联明集团确认，联明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存在后续再质押的计划，后续将根据
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联明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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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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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明集团 177,765,652 69.92 35,700,000 9,000,000 5.06 3.54 0 0 63,176,
064 0

吉蔚娣 6,699,200 2.63 0 0 0 0 0 0 0 0

联明保安 239,940 0.09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84,704,792 72.65 35,700,000 9,000,000 4.87 3.54 0 0 63,176,
064 0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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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4.19% 0.56% 否 是

2022 年
11 月 28
日

2023 年 6
月 21日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 2022年 11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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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00,000 40,400,00
0 33.82%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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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00,000 47,400,00
0 11.89%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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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22－09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第三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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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31 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包含但不限于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等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申请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债权融资计划，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 亿
元。

根据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下发的《接受备案通知书》（债权融资计划【2021】第 0732 号），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8日成功发行了规模为 3 亿元人民币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三期债权
融资计划，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11月 29日全额到账，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现将发
行结果公告如下：

基本信息

产品全称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三期债权融资计划

产品代码 22CFZR0839 产品简称 22辽成大股份 ZR003

挂牌金额（亿元） 3 票面年利率(%) 4.5

起息日 2022-11-29 到期(兑付)日 2024-11-29

期限 二年 承销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2-090
转债代码：113582 转债简称：火炬转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火炬
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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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火炬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7 号”文核准，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 60 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
总额 60,000.00万元， 期限 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5 号文同意，公司 6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6月 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火炬转债”，转债代码“113582”。本次发行
的“火炬转债”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5.33 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0年度、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火炬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 24.51元/股。

二、“火炬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 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
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 2022年 11月 17日至 2022年 11月 30 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火炬

转债”当期转股价的 130%。 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130%（含 130%），即 31.863元/股，将触发“火炬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根据《募集说
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
部分未转股的“火炬转债”。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可转债赎回条款后确定本次是否

赎回“火炬转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353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2-050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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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009,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1.1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99 元/股、 最低价为 17.10 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294,263.26元。

一、 回购股份方案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5月 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9.22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
024）。

二、 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2,009,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99 元/股、最
低价为 17.1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294,263.2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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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智能 公告编号：2022-092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

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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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2022年 10月 28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发布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1）。

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取得
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690294270
2、名称：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拓展区玉兰大道 66号
5、法定代表人：许大红
6、注册资本：壹亿伍仟贰佰玖拾叁万零壹佰圆整
7、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10日
8、经营范围：光电、软件、人工智能视觉、控制技术、机器人及系统、自动化仓储物流设备的研发与

转让；分选设备及配件、机器人及配件、自动化仓储物流设备及配件、智能包装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
售、服务（含农业机械、工业机械）；上述产品成套生产线工程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经营上述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技术及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进出口业务；机械加工；房屋、
产品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300859 证券简称：西域旅游 公告编号：2022-058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海南湘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近日，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海南湘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湘疆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止本公告日，湘疆投资减持股份等事项
导致持股比例变动累计达到 5%，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平均减持价
格（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湘疆投资

集中竞价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日

24.03 6,000,000 3.87%

大宗交易 21.90 2,434,000 1.57%

合计 23.42 8,434,000 5.44%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湘疆投资

持有股份 18,402,837 11.87% 9,968,837 6.43%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8,402,837 11.87% 9,968,837 6.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湘疆投资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披露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基本面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5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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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2022 年 8 月 5 日召开了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金徽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7月
21 日、2022 年 8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后，公司积极推进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但鉴于公司员工参与积极性颇高，公司又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2022 年 9
月 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徽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资金规模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 万元调整为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0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8月 30 日、2022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4〕3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
票 965.64万股，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成交金额为 12,068.56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成
交均价为 12.50元/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
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702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2-064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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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程序启动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

2022年 11月 30日，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选举蔡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简历详见附件）。 蔡晓峰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蔡晓峰先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3年 9月至 2002年 9 月在中国石化集

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仪表分厂先后担任班长、 工程师；2005年 7月至 2008年 5月在浙江华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部长助理；2008年 5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担任总经理助理；2012 年 11 月至今兼
任公司监事，2017年 10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并同时担任华峰铝业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晓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1921 证券简称：浙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2-044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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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步淳女士的辞职报告。 因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步淳女士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去监事职务的请求。 根据《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步淳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辞去以上职务后，步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履行相应程序和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步淳女士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及监事会
对步淳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