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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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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河北正元氢能

科技有限公司、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阳煤惠众农资烟
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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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累计担保金额为 13.59 亿元。 截止本公
告日，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1.38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56.58 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约为 82.83%；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 55.78 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比例约为 81.66%。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子公司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丰喜泉稷”）、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氢能”）、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机集团”）、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化工”）、阳煤
惠众农资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惠众”）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现部分担保即将
到期。 公司拟为上述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3.59 亿元。 明细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人 融资机构 担保金额 期限

丰喜泉稷
晋商银行 2.00 1 年

华夏银行 0.80 1 年

正元氢能
中国进出口银行 1.49 2 年

平安银行 1.50 1 年

阳煤化机

建设银行 2.00 1 年

中国银行 2.00 1 年

华夏银行 2.00 2 年

恒通化工
恒丰银行 1.00 1 年

济宁银行 0.50 1 年

烟台惠众 潍坊银行 0.30 3 年

13.59
上述融资担保中，恒通化工 1.5 亿元、烟台惠众 0.3 亿元融资需提供反担保；丰喜泉稷、正元氢

能、化机集团融资均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二）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 2023 年预计的担保额度，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在所预计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具体担保事项的，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前，需再次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丰喜泉稷、正元氢能、阳煤化机、恒通化工、烟
台惠众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13.59 亿元。

根据《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3 年为丰喜泉稷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9.7 亿元、为正元氢能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4 亿元、为化机
集团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9 亿元、为恒通化工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3 亿元、为烟台惠众的担保额度
不超过 0.5 亿元，本次融资担保均为子公司 2023 年首次办理的融资担保业务，本次担保金额均在
公司对子公司 2023 年预计担保额度内，符合担保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稷山县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振西大街西侧
3、法定代表人：赵哲军
4、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尿素、硫酸铵、液氨、LNG、煤气、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硫

酸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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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丰喜泉稷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6,050.0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21,590.93 万元，净资产为 54,459.13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4,401.77 万元，净利润为 895.81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丰喜泉稷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68,830.8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07,082.15 万元，净资产为 61,748.72 万元。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29,657.01 万元，净利润为
6,945.48 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丰喜泉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化工一路北侧
3、法定代表人：王卫军
4、注册资本：110500 万元
5、经营范围：氢气、水蒸汽、二氧化碳尾气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尿素、硫酸铵（危

险化学品除外）、水蒸汽、二氧化碳尾气（压缩的或液化的除外）、氨、硫磺、氢气的生产及销售（《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场地租赁；房地产开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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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正元氢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48,515.0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99,633.69 万元， 净资产为 148,881.39 万元。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46,261.93 万元， 净利润为
13,598.4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正元氢能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92,804.5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34,356.33 万元，净资产为 158,448.25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210,447.81 万元，净利润为
9,277.65 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正元氢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潇河园区电子街 10 号

3、法定代表人：赵哲军
4、注册资本：85350 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民用
核安全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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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炼
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创业空间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金属结构制造；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煤炭及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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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阳煤化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0,846.3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46,506.01 万元， 净资产为 164,340.31 万元， 营业收入为 125,610.84 万元， 净利润为 5,034.27 万
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化机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1,695.0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02,413.56 万元，净资产为 169,281.47 万元。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23,980.01 万元，净利润为
5,432.60 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阳煤化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郯城县人民路 327 号
3、法定代表人：崔艳斌
4、注册资本：82344.7532 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废物经营；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特种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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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石灰和石
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化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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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恒通化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9,986.5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9,380.82 万元，净资产为 220,605.69 万元，营业收入为 519,938.34 万元，净利润为 37,579.08 万
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恒通化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0,356.4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32,803.82 万元，净资产为 217,552.66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55,548.18 万元，净利润为
9,298.69 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恒通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81.68%，温
州恒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07%，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为 4.25%。

（五）阳煤惠众农资烟台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 3 号 2301 室
3、法定代表人：郭峰
4、注册资本：600 万元
5、经营范围：化肥、农畜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建材的批发、零售；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内陆路货物货运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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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烟台惠众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075.1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4,693.49 万元，净资产为 2,381.61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3,516.29 万元，净利润为 325.61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烟台惠众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8,347.5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5,679.07 万元， 净资产为 2,668.51 万元。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215,894.39 万元， 净利润为
286.90 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烟台惠众为公司占比 80%的控股子公司，烟台惠众另一股东为
烟台惠众农资有限公司，占比 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丰喜泉稷在晋商银行 2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1 年；在华夏银行 0.8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1 年。
公司为正元氢能在中国进出口银行 1.49 亿元提供保证担保，期限 2 年；在平安银行 1.5 亿元

提供担保，期限 1 年。
公司为化机集团在建设银行 2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1 年；在中国银行 2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1

年；在华夏银行 2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2 年。
公司为恒通化工在恒丰银行 1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1 年；在济宁银行 0.5 亿元提供担保，期限

1 年。 恒通化工股东温州恒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恒通化工股权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公司为烟台惠众在潍坊银行 0.3 亿元提供担保， 期限 3 年。 烟台惠众其他股东为上述担保提
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在担保事项发生时将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签署担保文
件，签约时间、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为到期融资正常接续，融资成本较低，有利于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提升

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本次预计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制下的子公司，相关子
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生产经营稳定，管理运作规范，履约信誉良好，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行和
管理情况，并对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该担保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所预计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具体担
保事项的，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前，需再次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公司为
了保证子公司资金周转，保证子公司正常生产运营，公司所提供担保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额度，董事
会同意公司为丰喜泉稷、正元氢能、阳煤化机、恒通化工、烟台惠众融资提供担保。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56.58 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 82.83%。
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 55.78 亿元人民币，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约为 81.66%，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5196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3-003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接受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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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精密”）、信达科创

（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科创”）。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华信精密担保人民币 1,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信

达科创担保人民币 1,000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分

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22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不超过 25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公司借入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融资租赁、票据贴现等综合授信
业务)，上述借款利率由本公司与借款银行协商确定。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
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 保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
保、质押担保、信用担保等担保方式，并授权董事长在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时具有行使该互
保的审批权限。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等最终以金融机
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具体融资金额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

授权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款、抵押、担保
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 授权期限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实际业务需要，同意公司接

受控股股东在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内为公司及子公司无偿提供关联担
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信用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有效期限遵守国家法律相关规
定，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时均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科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签订了额度为 1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冀-06-SME-2022-342）。 公司与
中国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上述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东及其配偶陈淑
英、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勇及其配偶郭秀芝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上述合同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信精密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
订了额度为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光唐综授字 20230002 号）。 公司与光大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东、张文勇、张书
军、张宝龙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8 日
住所：唐山市丰南区华通街 111 号
经营范围：制管、冷拔丝加工、铜杆生产及销售、电缆导体加工及销售（需国家审批的项目，待

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场地租期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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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292,784,748.95 元，净资产人民币 70,687,544.79
元，资产负债率 75.86%。 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为 1,470,146,364.03 元，净利润人民
币-3,721,575.23 元。

与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04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04 月 21 日至 2045 年 04 月 20 日
住所：唐山丰南经济开发区华通街 11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特种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力设施
器材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线、电缆经营;管道运输设备
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包
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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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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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437,801,076.89 元，净资产人民币
114,601,469.44 元， 资产负债率 73.82%。 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为 209,013,934.52
元，净利润人民币 22,954,289.82 元。

与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抵押与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支行
3、主合同：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签署

的编号为冀-06-SME-2022-342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6、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张文东、陈淑英、张文勇、郭秀芝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支行
3、主合同：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签署

的编号为冀-06-SME-2022-342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6、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三）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为：
保证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文勇、张文东、张书军、张宝龙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为了确保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信人”)与授信人签订的编号为光唐

综授字 20230002 号《综合授信协议》（以下简称“《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保证人愿意向授信人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受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全部
债务。

1、担保的主债权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 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千万元整。
2、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
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
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公司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24,550,770.89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3.03%。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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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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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福建省水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水投能源）、福建省仙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利投资）和莆田市生态水系建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态水投）分别按 55%、20%、15%和 10%的股比共同投资设立福建
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兰抽蓄），拟建设运营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1.1 亿元，占
比 55%。

● 特别风险提示：木兰抽蓄拟投资建设的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尚需相关部门核准；
木兰抽蓄未来实际经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水投能源、仙利投资和生态水投分别按 55%、20%、15%、10%的股
比共同设立木兰抽蓄，拟建设运营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木兰抽蓄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各股东方均以现金方式按股比认缴出资，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1.1亿元，占比 55%。

（二）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2023 年 1 月 17 日，木兰抽蓄已在仙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注册登记工作。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福建省水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MAC962CK57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
4.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路 229 号省水利水电大厦 12 楼
5.法定代表人：林义国
6.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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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与水投能源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水投能源

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二）福建省仙利投资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22MA8UJRC962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成立日期：2022 年 1 月 28 日
4.住所：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城街道南桥社区南大路 655 号
5.法定代表人：叶碧永
6.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休闲观光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农村
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园区管理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
徕、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会议及展览服务；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安装服务；电气设备修理；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
元器件零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智能水务系统开发；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
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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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水力发电；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天然
水域鱼类资源的人工增殖放流；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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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与仙利投资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仙利投资
资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三）莆田市生态水系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MA344BPP1P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0 日
4.住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 30 号
5.法定代表人：蔡明宾
6.注册资本：349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公园、景区

小型设施娱乐活动；工程管理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农村民
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资源管理；文
化场馆管理服务；水污染治理；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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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与生态水投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生态水投
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22MAC7QLX470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23 年 1 月 17 日
5.住所：福建省仙游县鲤城街道清源东路 21 号
6.法定代表人：伍华贵
7.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1 亿元，占比 55%；水投能源认缴出资人

民币 0.4 亿元，占比 20%；仙利投资认缴出资人民币 0.3 亿元，占比 15%；生态水投认缴出资人民币
0.2 亿元，占比 10%。

8.出资方式：货币资金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力发电；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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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
训；采购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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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⑴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四名董事，水投能源、仙利投资、生态水投各推荐一

名董事。
⑵设总经理一名，由公司推荐。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设立木兰抽蓄，拟建设运营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如项目获得核准并建成投

产，未来将有利于增加公司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木兰抽蓄拟投资建设的福建省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尚需相关部门核准； 木兰抽蓄未来实际

经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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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暨募集资
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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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近期取得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审第二被告/二审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本金 1100 万元、利息 3622 万元、案件受理费 28 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涉及担保事项发生于 1999 年，公司已积极采

取措施向人民法院上诉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尽快处理募集资金账户冻结事宜，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退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如上述冻结事项或所涉诉讼对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将根据事实情
况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追偿。 根据 2011年 11月公司与相关方共同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方出具的《关于债务转移安排的承诺函》，本
次诉讼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方承担赔偿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宏发科技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接到开户

银行通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因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 01 执保 391 号之一”
法律文书，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部分资金，冻结金额为 48,070,122.06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宏发股份：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
被冻结的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2021） 陕 01 民初
1663 号《应诉通知书》及相应的《民事起诉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宏发
股份：涉及诉讼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民事判
决书》（（2021）陕 01 民初 1663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7 月 12 日披露的《宏发股份：涉及
诉讼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收到上述判决书后即向陕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受理，案号为（2022）陕民终 443 号。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中旬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陕民终 443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宏发股份：涉及诉讼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
被冻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次诉讼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陕西分公
司”）诉西安文商商贸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商商贸公司“）、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被告：西安文商商贸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文商商贸公司向原告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100 万元及利

息 37,070,122.06 元（该利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2、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宏发科技公司对文商商贸公司应向原告长城资产陕西省分公司偿还的

上述本金 1100 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二、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根据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递交的《民事起诉状》，起诉事实与理由如下：
1999 年 11 月 4 日，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市西稍门支行（现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西稍门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西稍门支行”）与被告西安文商商贸大厦（现更名为西安文商商贸
大厦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双虎涂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
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农行西稍门支行向文商商贸公司提供 1100 万元贷款，宏发科技公司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 200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0 日。

由于上述贷款到期后， 文商商贸公司未能归还借款， 宏发科技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2016 年
10 月 19 日，农行西稍门支行与原告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将本案债
权及从权利转让给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 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起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
法院判令文商商贸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判令宏发科技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三、裁定判决情况
根据公司近日收到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陕民终 443 号之一），

认为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 01 民初 1663 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宏发科技公司和文商商贸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284566元予以退回。 目前此案件退回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在审理过程中，我司将继续积极与法院进行沟通诉讼及冻结账户的置换事宜。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前身为武汉双虎涂料（集团）公司，后改制为武汉双虎涂料股份有限（集团）公司，于 1996

年 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1998 年公司控股股东由海南赛格实业公司变更为陕西东隆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控股股东变更为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更名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置出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
负债并置入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75.01%股权，控股股东变更为有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
名“有格投资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已积极采取措施向人民法院上诉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尽快处理募集资金账户冻结事宜。
如上述冻结事项或所涉诉讼对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将根据事实情况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追偿。 根
据 2011 年 11 月公司与相关方共同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力
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方出具的《关于债务转移安排的承诺函》，本次诉讼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应由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经自查，公司经营业务和资金周转情况良好，本次被冻结的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占
公司此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196,926.10 万元）的比例为 2.44%，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35%、0.55%，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
期后利润造成重大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 报备文件
（一）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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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协定存款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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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730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机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337,182,677 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6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95,799,887.51 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45,055,183.47 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0809266_A01 号《新天绿色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2022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二、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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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前期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款
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总会计师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
整协定存款的余额，并签订协定存款有关协议，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
发表同意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三、 协定存款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

案》，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分别与相关银行（以下统称“乙方”）签订协定存款相关协议或合同（以

下统称“《协定存款协议》”）或办理协定存款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办理协定存款业务主要内容如下：
（1）协定存款基本存款额度为人民币 10 万元。
（2）协定存款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止。
（3）协定存款按日计提，按季结息。 协定存款账户存款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协定存

款账户利息记入甲方的协定存款账户。
2、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红旗大街支行办理协定存款业务主要内容如下：
（1）协定存款起存金额 10 万元。
（2）协定存款留存活期存款部分根据结息日乙方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3）有效期自 2023 年 1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
3、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签订的《协定存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定存款起存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2）起存金额（含）以内的存款按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出起存金额的存款（即协定存款

金额）按人民币协定存款利率计息。
（3）乙方对账户内存款分层计息，采用每日计息法，计息期内遇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在每季度

末月的 20 日结息，存款利息于付息日自动转入结算账户。 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利率或计息办法调整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执行。

（4）合同有效期：2023 年 1 月 12 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期满。
4、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办理协定存款业务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账户上留存的协定金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
（2）协定存款执行利率=结息日或结清账户日乙方挂牌公告的协定存款利率 *（1+利率浮动比

例%）+利率浮动点数/100。
（3）乙方按季对甲方账户进行结息，每季末月 20 日为协定存款结息日。
（4）有效期：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
5、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大街支行签订的《协定存款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协定存款基本存款额度为人民币 50 万元。
（2）乙方按季对甲方协定存款账户进行结息。
（3） 协定存款账户中基本存款额度以内的存款按甲方活期存款账户约定的 活期存款利率计

息，计息期间如遇活期存款利率调整，则按照调整前后的活期存 款利率分段计息。
（4）本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3 年 1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止。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602 股票简称：云赛智联 编号：临 20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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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担保人民币 2,570.80 万元， 担保美元 0.00 万元， 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合计

2,570.8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4,2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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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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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全资子公司有 6 家，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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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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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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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有 1 家，为上海云赛数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数海”）。 公司持有上海科
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网）80%股权，科技网持有云赛数海 100%股权，公司为云赛
数海提供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由科技网提供持有的云赛数海 100%股权质押
（云赛数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和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固定资产抵押作为反担
保。

2022 年 12 月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合计 2,570.8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南洋

万邦担保余额人民币 2,722.58 万元，为信息科技担保余额人民币 686.65 万元，为塞嘉电子担保余
额人民币 257.77 万元， 为仪电鑫森担保余额人民币 1,0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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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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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98 万元。 以上担保余额总计人民币 24,2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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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4,2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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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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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23-004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标项目中标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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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况
2022 年 8 月 2 日，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发布《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

济南段改扩建工程社会资本方采购公开招标公告》。
2022 年 8 月 12 日，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投标的
议案》，具体详见《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拟参与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社会资本
方采购项目投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5。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京台高速公
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投标的议案》，具体详见《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按照要求递交标书。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中国山东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发布了《山东省

交通运输厅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预中标结果公
示》，公司预中标,公示期：2023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10 日。 具体内容详见《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投标项目预中标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1。

二、项目进展情况
2023 年 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被确定为中标社会资本方，具体情况如下：
1、中标标的名称：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社会资本方采购
2、收费期限：300 个月
3、服务要求：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行业标准、项目合同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项目投

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并于项目期满后移交给政府方。
4、项目总投资：860725.63 万元
5、回报机制：可行性缺口补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23 - 004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分别收到股东代表董事林家迟先生、股东代表监事
吴彬彬女士的书面辞呈。因工作变动原因，林家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
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吴彬彬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辞职后林家迟先生、吴彬彬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林家迟先生、吴彬彬女士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此次董事林家迟先生、监事吴彬彬女士辞职不会导致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尽快按法
定程序补选新任董事及监事。

林家迟先生、吴彬彬女士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谨向林
家迟先生、吴彬彬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监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23-002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四季度获得政府补助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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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2,413.66 万元（未经审计）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0-12 月，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2,413.66 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5%。

具体情况如下：
发放事由 文件依据 补助类型 补贴金额（万元 ）

经济贡献奖励 2022 直 00086818 号、宁财试联 〔2021〕10 号、建政发 〔2022〕30 号 、宁商服贸 〔2022〕501 号 、宁商外经 〔2022〕491 号 、宁产研办投
协字〔2021〕221 号、穗埔商务规字 [2022]5 号、浦开管发 〔2019〕115 号 与收益相关 1,239.56

商务发展专项奖励 宁商运 〔2022〕431 号、宁商财〔2022〕440 号 与收益相关 749.23
生产扶持资金 - 与收益相关 184.47

稳岗补贴 人社厅发〔2022〕41 号、扬人社 〔2022〕81 号、财税 〔2019〕22 号、宁财企〔2022〕175 号 、宁职培 〔2022〕15 号 、豫人社规 〔2022〕5 号 、
成人社办发 〔2022〕150 号、宁人设就管〔2021〕2 号 与收益相关 149.25

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宁新区管发〔2019〕14 号 与收益相关 45.33
人才引进计划补贴 扬府发 〔2021〕27 号、穗埔商务规字〔2022〕5 号 与收益相关 30.39
规上工业企业 、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 与收益相关 10.60

其他补贴 - - 4.83
合 计 2,413.6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的上述补贴资金，计入 2022 年 10-12 月相关的会计核算科目。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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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份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23 临-003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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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37 号）的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
份”或“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的普通股股票 170,454,545 股，发
行价格为 17.6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2.00 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3,134,783.3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6,865,208.65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前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 27-
00013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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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 2022 年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 10000035330 收购湘电动力 29.98%股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
塘支行 43050163610809686868 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

业化建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611940396268 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
化研制和产业化建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
塘支行 1904031129088888877 补充流动资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13460000000032878 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
业化建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13460000000032889 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存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账号：1904031129088888877）的募集资

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办理完成该募集资金专户
的注销手续。 注销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银行账号 备注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岳塘支行 1904031129088888877 注销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23-001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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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种子酒”、“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 持续督导期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但由于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仍需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
项督导。 国元证券指定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贾世宝先生、孙彬先生。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元证券发来的《关于变更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
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贾世宝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不再负责金种子酒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元证券现委派刘依然先生（简历见附
件）接替贾世宝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不影响国元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金种子酒非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孙彬先生、刘依然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贾世宝先生在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附件：
刘依然先生简历
刘依然先生，注册会计师，保荐代表人。 曾任职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拥有十

多年审计及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参与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非公开发行、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非
公开发行项目，担任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安徽省天然气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保荐代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