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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期股权激励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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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期权登记日：2021年10月15日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90万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及《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第三期

股权激励” ）的有关规定，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10月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

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情况

2021年10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股权激励预留权益的议案》，确定2021年10月8日为授权日，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为48.83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事宜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第三期股权激励预留权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预留权益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第三期股权激励预留期权授权日：2021年10月8日

2、授予数量：90万份

3、行权价格：48.83元/份

4、获授权益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人数：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份额（万份）

获授股票期权占预留授予

总数的比例

获授股票期权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陆磊 财务总监 15 16.67% 0.05%

沈一林 业务总监 15 16.67% 0.05%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11人）

60 66.67% 0.19%

合计 90 100% 0.28%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6、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可行权日、行权条件

（1）有效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

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等待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权日起计。 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

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

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

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计划安排如下：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

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

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4）行权条件

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21年-2023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业绩考

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

第一个行权期 2021年净利润达到13,000万元人民币

第二个行权期 2022年净利润达到18,000万元人民币

第三个行权期 2023年净利润达到23,000万元人民币

注：以上“净利润” 是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

激励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行权期内，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若各行权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

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公司注销激励对象股

票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激励对象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度实施。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 “优

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四个等级，分别对应行权系数如下表所示：

分数段 85分以上（含） 70-84 60-69 60分以下（不含60分）

评价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行权系数 100% 80% 0% 0%

个人当年可行权额度 =�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 行权系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行权；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

结果非“优秀” 及“良好”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激励对象不得行权

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二、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登记手续已于2021年10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登记股票期权90万份。

三、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1年10月8日，在2021年至2024年将按照各期股票期权行

权比例和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分期确认股权激励成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

列支。

以2021年10月8日为授予日，授予股票期权90万份，经测算得出股权激励成本如下：

权益种类 权益数量（万）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股票期权 90 477.42 53.19 214.31 141.99 67.93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最终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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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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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的主要内容：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至纯科技” ）控股子

公司至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微科技” ）拟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并进行部分

股权转让。 本次交易各方合计增资额为42,000万元（其中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芯晟至远” ）增资额为2,000万元），股权转让涉及金额23,2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

持有至微科技的股份比例为99.3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至微科技的股份比例为77.11%。

●本次交易的增资方之一芯晟至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高管陆磊先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芯晟至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12个月公司与芯晟至远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尚未签署协议，

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至微科技是承载公司重要战略决策“从工艺装备支持系统到工艺装备” 、投入湿法设备研发和产业

化的主体。 至微科技成立以来，完成了系列化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累计已获得来自各大集成电路制

造领先企业的湿法设备订单超过160台，成为国内湿法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至微科技的发展得到了用

户的肯定，也得到了产业投资者的重点关注。

为进一步加快实现至微科技成为国内湿法设备领头羊的战略目标，提高产业资源整合能力，公司控

股子公司至微科技拟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核心战略投资者。

本次交易前， 至微科技注册资本为45,500万元， 依据增资前至微科技250,000万元的估值， 对应

5.4945元/注册资本，本次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致星

火”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二期”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混改基金”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中芯聚源”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装

备材料基金”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鼎橡” ）、平潭溥

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向至微科技增

资42,000万元，其中7,64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34,35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的同时，公司将持有的至微科技对应本次增资42,000万元后的7.95%的股权以23,200万元

转让给远致星火，其中4,222.40万元计入至微科技注册资本，18,977.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在本次远致

星火受让股权的过程中，所有其他投资人均无条件放弃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的增资方之一芯晟至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高管陆磊先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芯晟至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公司与芯晟至远未发

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至微科技注册资本增加至53,144万元。至微科技的股东信息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977.60 77.11%

2 欣铠电子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0.56%

3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14.40 10.00%

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820.00 3.42%

5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820.00 3.42%

6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0.00 1.71%

7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8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9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10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4.00 0.68%

合计 53,144 100%

公司于2021年10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

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

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认为其具备交易履

约能力。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如下：

1、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X4PU68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4C1

成立日期 2021-07-29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远致星火于2021年7月29日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N9JK2F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楼宇光

注册资本 2041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01-6

成立日期 2019-10-22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

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股比例为11.0213%。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4,270,469万元；负债总额为49,208万元；净资产为

4,221,261万元；净利润为144,464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大基金二期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洪凤

注册资本 707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21室

成立日期 2020-12-24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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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3.9463%。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6亿元，负债总额0元，净资产66亿元，净利润0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混改基金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30602MA2JR9H91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8856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银桥路326号1幢4楼406室

成立日期 2020-12-2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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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4.0650%；

有限合伙人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95.9350%。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72,000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净资产为72,000万元；

净利润为0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中芯聚源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5、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5289A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C楼

成立日期 2018-01-24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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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比例

0.9901%；有限合伙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临港芯成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等其他14家企业认缴出资比例99.0099%。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874,905,647.56元，负债总额102,500元，净资产3,

874,803,147.56元，净利润-51,591,671.3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装备材料基金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6、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4LA778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55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三路77号6幢2层202室

成立日期 2020-08-2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

划，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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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比例

0.1815%；有限合伙人芯鑫融资租赁（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比例54.4465%；有限合伙人中青芯鑫

（苏州工业园区）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比例54.4465%；有限合伙人李天思、刘志忠、裴红伟各

认缴出资比例9.074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7,859万，负债总额0元，净资产27,859万，净利润

-201万（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芯鑫鼎橡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7、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50128MA8TCY831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迈普华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片区遂意路平潭跨境电商园综合办公大楼4层401室18号

成立日期 2021-06-1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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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成都迈普华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0.0282%；有限合伙人曾明

柳认缴出资比例42.2535%；有限合伙人成都迈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28.1690%；有限合伙人

金翔宇认缴出资比例14.0845%；有限合伙人屏南博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8.4507%；

有限合伙人上海溥博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7.0141%。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6月10日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81C3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陆磊

注册资本 2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己楼2层1315室

成立日期 2021-07-07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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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陆磊认缴出资比例9.0909%；有限合伙人沈一林、廖世保各认缴出资比例

45.4545%。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7月7日成立，无其他投资，暂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芯晟至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陆磊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限合伙人

之一沈一林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至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BR541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蒋渊

注册资本 45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170号1幢3层03室

成立日期 2017-10-2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半导体科技、工业自动化科技、电子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光电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半导体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的设计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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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至微科技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有：合肥至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合肥至微微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砺致

科技有限公司、日本至纯株式会社、江苏启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台湾至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3、资产运营情况说明：至微科技于2017年10月26日成立，主营业务为半导体湿法清洗设备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项目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92,253.35 营业收入 20,321.91

资产净额 18,789.30 净利润 -1,355.34

负债总额 73,464.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460.71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5、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200 99.3407%

2 欣铠电子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0.6593%

1. 合计 45,500 100.00%

本次交易后：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977.60 77.11%

2 欣铠电子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0.56%

3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14.40 10.00%

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820.00 3.42%

5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820.00 3.42%

6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0.00 1.71%

7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8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9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10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4.00 0.68%

合计 53,144 100%

本次交易原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6、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方法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1969号），以 2021

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经采用收益法评估，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为250,255.17�万元，较审计后被评估单位合并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2,752.56�

万元，增值207,502.60� 万元，增值率485.36%，较审计后被评估单位母公司单体所有者权益43,213.91�

万元，增值207,041.26万元，增值率479.11%。

根据上述评估结论，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按照本次增资前至微科技250,000万元的估值进行本

次交易。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双方形成以股权为纽带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将

积极加强产业合作，进一步提升经营活力与效益，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芯晟至远参与本次对至微科技的增资，有利于激励公司管理层积极投入公司业务发展，对至微科技

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全票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本次

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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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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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监事会已于2021年9月30日

向全体监事发出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1年10月18日上午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时秀娟女士主持，全体监事均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至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增资扩投并引入战略投资者。 增资及出售股权的

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年3月31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

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公平协商确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事项的投票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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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前海蓝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5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前次交易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8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深圳前海蓝莓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蓝莓文化” 或“目标公司” ）的指定核心员工签署了《深圳前海蓝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1” ），公司向蓝莓文化指定核心员工分别转让持有的合计59%

蓝莓文化股权，股权转让协议1约定了相应股权的锁定与退出的相关条款，其中包括“自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 受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即行锁定， 锁定期为三年， 三年内受让方所受让股权不得进行转让” 、

“若受让方在股权锁定期间结束后申请出售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甲方承诺对该部分股权回购，由甲方指

定的核心员工或甲方以不低于出售股权对应净资产的价格进行回购” 。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7年11月28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的《关于拟向核心员工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1约定的股权的锁定与退出的相关条款，截至目前，蓝莓文化指定核心员工所持

有的蓝莓文化股权锁定期已结束，前述人员向公司申请对其所持有的蓝莓文化股权进行回购。

2021年10月18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蓝莓文化指定核心员工李江辉、汪

洋、肖杰、贺军华、熊唤群签署《深圳前海蓝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

协议2” ），交易各方就公司收购蓝莓文化指定核心员工所持有的蓝莓文化股权达成一致意见，公司以人

民币288.04万元、66.68万元、14.00万元、14.00万元、10.67万元分别收购李江辉持有的43.2%股权、 汪洋

持有的10%股权、肖杰持有的2.10%股权、贺军华持有的2.10%股权、熊唤群持有的1.60%股权，即公司以

总额人民币393.39万元收购蓝莓文化合计59%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莓文化将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为全资子公司，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未因此发

生变化。

（三）交易程序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股权转让协议2尚未完成签署工作，最终协议内容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式协

议为准，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李江辉，身份证号码：4329**************，住址：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2、汪 洋，身份证号码：4306**************，住址：湖南省湘阴县******

3、肖 杰，身份证号码：5225**************，住址：贵州省贵阳市******

4、贺军华，身份证号码：4330**************，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5、熊唤群，身份证号码：4309**************，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李江辉、汪洋、肖杰、贺军华、熊唤群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前述人员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三、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蓝莓文化作为公司独立运营的文化创意板块，提供品牌策划、文化创意、品牌营销、设计制作等服

务，是公司大包装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显现公司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蓝莓文化指定核心员工持有蓝莓文化部分股权期间，通过发挥其工作积极性，推进蓝莓文化各项业

务的发展，业绩情况整体向好，充分分享了蓝莓文化经营发展带来的红利。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1的条款约定及各方协商而履行的股权回购义务， 交易完成后，

蓝莓文化核心员工将获得良好的收益，有效增强蓝莓文化指定核心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

公司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蓝莓文化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蓝莓文化的管控能力得到进一

步的加强，公司将通过优化蓝莓文化的各项资源配置，推进公司发展战略，积极探讨多种方式绑定蓝莓

文化核心员工与蓝莓文化的共同利益，不断提升公司在包装设计方面的影响力。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导致蓝莓文化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为全资子公司， 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变更。 本次交易事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

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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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8日在天津市华苑产业区

开华道20号智慧山南塔16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10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及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绿茵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其中，关联董事祁永、卢云慧、祁雨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不向下修正“绿

茵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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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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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1年10月15日，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触发“绿

茵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

六个月内（即2021年10月18日-2022年4月17日），如再次触发“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

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7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向社会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12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募集资金71,200万元，并于2021年5

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债券代码：127034。

根据有关规定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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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绿茵转债”自2021年11月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12.38元/股。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

者。 若在前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公司股价自2021年9月27日至2021年10月15日期间， 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10.523元/股）的情形，已触发“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

条款。

鉴于“绿茵转债” 发行上市时间较短，距离 6�年的存续届满期尚远，近期公司股价受到宏观经济、

行业变化、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当前公司股价未能正确体现公司长远发展的内

在价值，且与转股价格存在一定差距，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从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

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

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明确投资者预期，公司于2021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不向下修正“绿茵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祁永、卢云慧、祁雨薇回避表决，表决

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即2021年10月18日-2022年4月

17日），如再次触发“绿茵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若再次

触发“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绿茵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绿茵转债” 转股期限为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目前尚未进入转股期，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588� � � � � � � � �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1-087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合肥市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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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安徽诚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经招标人

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确认的《中标通知书》，通知书确认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为“合肥市龙泉山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态

修复项目第二标段” 中标单位。

一、中标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合肥市龙泉山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项目第二标段

2、中标人名称：

联合体牵头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单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中标价：人民币184,856,582.45元

4、工期：540日历天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影响

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将尽快与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洽谈签订上述项目合同事宜，上述项目的中标预计将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尚未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与招标人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2、上述项目工程实施可能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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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增持公司股票倡议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增持公司股票倡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号），现将公司员工增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倡议的基本内容

2021年9月1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申先生发出倡议：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倡议公司和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体员工积极买入国际医学股票（股票代码：000516）。 凡2021年9月17日

至10月11日期间通过员工本人证券账户以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净买入国际医学的股票， 且连续持有

12个月以上并在职的员工，若因在前述时间期间内增持国际医学股票产生的亏损，刘建申先生或其指定

的下属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予以补偿；若有股票增值收益则归员工个人所有。

二、员工增持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员工在2021年9月17日至10月11日增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股票时间 2021年9月17日至10月11日期间

增持员工范围 公司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体员工

增持员工人数 545人

增持股票总金额 51,347,116.59元

增持股票数量 4,433,318股

增持股票平均价格 11.58元/股

增持股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本次员工在倡议期内增持公司股票以员工自愿为原则， 购买的股票所有权和表决权归购买员工所

有。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员工不构成刘建申先生的一致行动

人。

三、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及后续股票的卖出行为均属于员工自主行为， 公司员工未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做出任何长期持有承诺。 因此次增持公司股票的员工人数较多，且增持的数量及价格信息由员工自主申

报，请投资者对上述增持统计可能存在的误差予以注意。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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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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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9年8月13日，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上述议案经公司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的具体事项。

公司2021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21年10月14日发行，10月15日起息，现将发行申购、配售、分销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五期超

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鲁金SCP005

代码 012103737 期限 270日

起息日 2021年10月15日 兑付日 2022年7月12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2.6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3 合规申购金额 5亿

最高申购价位 2.60% 最低申购价位 2.55%

有效申购家数 3 有效申购金额 5亿

簿记管理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

com）上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5186� � � � �证券简称：健麾信息 公告编号：2021-034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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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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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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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7）。

一、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认购了“华润信托·卓实远见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3期）” ，认购金额

为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 上述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于2021年10月15日到账收回，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实际收益（万

元）

华润信托·卓实

远见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53期）

信托理财产品 5,000 2021年1月18日

2021年10月13

日

3.5%

118.3515（扣

除管理费、保

管费等其他各

项费用）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信托理财产品 5,000 5,000 118.3515 0

合计 5,000 5,000 118.3515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1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2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6,000

总理财额度 16,000

特此公告。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 � � �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21-049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2021年10月18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2项发明专利证书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申请日

授权

公告日

证书号

1 发明专利 ZL�2018�1�1589017.X

浇铸锚杯、缆索

及缆索的制造工

艺

杨 超 刘 伟 禹洪楷

俎会来 栗慧新

2018.12.25 2021.9.28 第4710460号

2 发明专利 ZL�2019�1�1346462.8 拉索的张拉方法

杨 超 刘 伟 禹洪楷

张跃平 杨继洲 刘 冰

刘帅帅

2019.12.24 2021.9.28 第4705198号

3 实用新型 ZL�2020�2�2592030.X

具有自动防脱保

险装置的吊具

杨 超 郑 强 解 超

刘朝朋 王巧燕 张冬冬

薛明明 朱召辉

2020.11.11 2021.9.28 第14275919号

4 实用新型 ZL�2020�2�2592418.X

分力平衡的模块

组合吊具

杨 超 郑 强 何海涛

李旭昆 郭永胜 胡美姣

祖新生 王 维

2020.11.11 2021.9.28 第14273112号

5 实用新型 ZL�2020�2�2424981.6

悬索桥用主缆平

行钢丝索股成圈

的设备

杨 超 崔建英 刘 伟

禹洪楷 栗慧新 任建新

刘 冰

2020.10.27 2021.9.28 第14270986号

6 实用新型 ZL�2020�2�2751668.3

高性能矿业绞车

钢丝绳

杨 超 马 磊 田丽茹

王 淼 李国英 陈卫东

王海霞 国 乐 赵国锋

2020.11.25 2021.9.28 第14273602号

7 实用新型 ZL�2020�2�3082724.5 运梁车车体

杨 超 崔建英 延冠杰

李 娜 闫 硕 何 杰

李明军 刘 松 韩 肖

商 伟

2020.12.18 2021.9.28 第14295352号

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 � �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1-8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机械或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临时）和2020年7月17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编号2020-25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文件

编号：中市协注〔2021〕SCP373号，简称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0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将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

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通知书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

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对于后续发行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