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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联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１０３

号）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招商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其中，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不超过

３００

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４

，

９９０

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

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刊

登的《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和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6

日

“今年来，我们享受了各类税收优惠，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

担” 。 近日，河北省泰能鸿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李龙

对南宫市税务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阳光 e 税” 温暖行动给

予了肯定。 “这一扶持行动也让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

信心” ，李龙说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深化“春雨润苗”

专项行动，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南宫市税务

局在辖区内开展了“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阳光 e 税” 温暖行

动。 结合疫情防控形势，针对企业个性化税收需求，南宫市税务

局组建专项服务小组上门精准服务，为企业提供多对一“诊断

式” 服务，解决“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困难事、烦心事，助力企

业茁壮成长。

南 宫 市 税 务 局 提 供 精 准 服 务

助 力“专 精 特 新 ”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CIS—

南宫市精强连杆有限公司是河北省专业生产汽车发动机连杆的

一家民营企业， 位于南宫市开发区， 被认定为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我们企业原料购进、产品销售区域广泛，受疫情影响面广。 为

促进企业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复工复产、减免税费的税收优惠

政策， 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总能在第一时间将最新的政策推送给我

们，并上门进行辅导，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 南宫

市精强连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立伏说道。

为进一步深化“春雨润苗” 专项行动，南宫市税务局有针对性地

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巨人”企业提供全面精细的纳税服

务。 利用税收大数据精准分析“小巨人”企业基本情况，根据企业需

求，量身定制“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留抵退税” 等专项服务，组织

税务干部深入企业，面对面详细讲解政策要点、耐心辅导办理流程及

资料准备，让优惠政策快速从“纸上” 落到“账上” ，促进“小巨人”

企业茁壮成长。

南宫市税务局：春雨润苗助力“小巨人” 企业茁壮成长

—CIS—

股票代码：

600229

股票简称：城市传媒 编号：临

2021-043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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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传媒”或“公司” ）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披露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回购期限从2021年9月29日至2022年9月2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

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现将本次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1月2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06.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与上次披露数据相比

增加0.96%，购买的最高价为6.85元/股、最低价为6.1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602.51万元人民币。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508

证券简称：思维列控 公告编号：

2021-083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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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列控”或“公司” ）董事方伟先生、董

事解宗光先生、监事王培增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苏站站先生（以下统称“减持主体” ）分别持

有公司股票578,910股、378,400股、231,000股、249,6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125%、

0.1389%、0.0848%、0.091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方伟、解宗光、王培增、苏站站拟于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方式分别减持思维列控股份不超过232,523股、94,765股、101,063股、

105,825股，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534,175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961%。 若此期

间思维列控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减持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

公司于2021年11月24日收到上述减持主体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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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78,910 0.2125%

IPO前取得：413,507股

其他方式取得：165,403股

解宗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8,400 0.1389% 其他方式取得：378,400股

王培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31,000 0.0848%

IPO前取得：16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6,000股

苏站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9,600 0.0916% 其他方式取得：249,600股

注1：方伟、王培增先生的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而获得的股份。

注2：解宗光、苏站站的股票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因参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公司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而获授予限制性股票和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而获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方伟 36,890 0.0135% 2021/5/31～2021/9/10 20.03-25.10 2021/5/7

解宗光 125,840 0.0462% 2021/8/11～2021/11/24 21.20-25.20 2021/5/7

王培增 0 0.0000% 2021/5/28～2021/11/24 0-0 2021/5/7

苏站站 6,000 0.0022% 2021/11/23～2021/11/24 21.46-21.66 2021/5/7

二、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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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伟

不超过：232,

523股

不超 过 ：

0.085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32,523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232,523股

2021/12/17

～

2022/6/17

按市场价

格

IPO前持有

的公司股

份

个 人 资

金需求

解宗光

不 超 过 ：94,

765股

不超 过 ：

0.034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94,765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94,765股

2021/12/17

～

2022/6/17

按市场价

格

公司2019

年限制性

股票励计

划

偿还债

务

王培增

不超过：101,

063股

不超 过 ：

0.037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01,063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101,063股

2021/12/17

～

2022/6/17

按市场价

格

IPO前持有

的公司股

份

个 人 资

金需求

苏站站

不超过：105,

825股

不超 过 ：

0.038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05,825股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05,825股

2021/12/17

～

2022/6/17

按市场价

格

公司2019

年限制性

股票励计

划

偿还债

务

注1：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方伟、解宗光、王培增、苏站站2021年减持数量分别不超过

117,060股、220股、57,750股、57,900股；

注2：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方伟、解宗光、王培增、苏站站2022年减持数量分别不超过

2021年末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5%；

注3：若此期间思维列控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

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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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任董事兼总经理方伟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公司现任监事王培增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已正常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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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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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主体将根据二级市场表现及思维列控股价等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 减持计划实施尚存在不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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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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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800

证券简称：渤海化学 公告编号：

2021-076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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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股东河北海航石化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石化” ）持有公司股份

117,773,525股，占公司总股本9.93%。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的股份,均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海航石

化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117,773,525股， 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9.93%。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收到海航石化《告知函》，截至2021年11月25日，减持时间

过半，海航石化实际减持股份9,897,900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海航石化将根据未来市

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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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石化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17,773,525 9.93% 非公开发行取得：117,773,52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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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海航

石化

9,897,900 0.83%

2021/8/26～

2021/11/25

集中竞

价交易

4.99-5.51 53,299,188.00 107,875,625 9.1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海航石化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海航石化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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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海航石化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海航石化将根据未来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

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并将持续告知实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800

证券简称：渤海化学 编号：临

2021-075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工商登记注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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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情况概述

天津磁卡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磁卡物业” ）是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99%。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磁卡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注销的议案》，拟对磁卡物业进

行清算注销。 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磁卡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清算注销的公告》（公告号：临2021-064号）。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市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内资公司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

准予注销。

二、注销企业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磁卡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01031005267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2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恩媛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6年10月22日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劳务服务；房屋租赁；服装加工；车辆寄存、物品存

放；百货批发、代购代销；会务服务；限分支经营：住宿饮食服务；定型包装食品、副食调料、炊事

用具批发兼零售；餐饮培训；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中介）。 （国家有专项经营规定按规定执行、

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的有效期限以其行业审批的有效期限为准）

三、企业注销的原因

磁卡物业长期处于吊销状态，公司为优化资产结构，提高整体资金利用效率，决定对磁卡

物业进行清算注销。

四、企业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磁卡物业的股权投资金额为5,940,000.00元，公司对磁卡物业其他应

收款6,516,631.02元，公司已对股权投资和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至此，磁卡物业注

销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其注销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最终结

果以公司审计后的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928

证券简称：兴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26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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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之一王锦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93.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4%。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且已于2019年12月12日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王锦程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4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3%。若

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2021年11月25日，公司收到股东王锦程先生《关于减持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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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锦程 5%以下股东 5,931,300 2.94% IPO前取得：5,931,3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王进兴 56,782,900 28.17%

亲属关系：王进兴、曹连英夫

妇和王泉兴、沈根珍夫妇为

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王锦程系王进兴和

曹连英之子；王文浩系王泉

兴和沈根珍之子；苏州宝沃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曹连英

和王文浩所控制的企业；王

文娟系王泉兴和沈根珍之

女，王永兴系王进兴的二哥、

王泉兴的二弟。

王泉兴 52,334,600 25.96%

沈根珍 7,413,900 3.68%

王文浩 5,931,300 2.94%

王锦程 5,931,300 2.94%

曹连英 4,448,300 2.21%

苏州宝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96,300 1.78%

王文娟 1,482,700 0.74%

王永兴 907,200 0.45%

合计 138,828,500 68.87%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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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锦程

不超过 ：1,

480,000股

不 超

过 ：

0.7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4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1,480,000股

2021/12/17

～2022/5/16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 取

得股份

个人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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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进兴、曹连英夫妇和王泉兴、沈根珍夫妇，股东王文浩、王锦程、苏州宝

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王文娟、王永兴承诺：自兴业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兴业股份的股份，也不由兴业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所持兴业

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进兴、曹连英夫妇，王泉兴、沈根珍夫妇，股东王文浩、王锦程承诺：所持

兴业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依法减持的，将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且第一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承诺人各自持有兴业股份股份总额的5%，两年内

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承诺人各自所持兴业股份股份总额的10%。 若兴业股份自股票上市之后至上述

减持行为发生前，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

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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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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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的。 在减持实施期间内，公司股东王锦

程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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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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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相关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55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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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690号2号楼304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623,7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623,754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0） 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92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9265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珏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邵静博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619,857 99.9906 3,897 0.009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619,857 99.9906 3,897 0.009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562,165 99.8520 61,589 0.148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619,857 99.9906 3,897 0.009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TEO�SWEE�ANN（张瑞安）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5.02

关于选举NG�PEI�QI（黄佩琪）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5.03

关于选举TEO�TECK�TELONG（张德隆）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5.04

关于选举徐欣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蓝宇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6.02

关于选举KOH�CHUAN�KOON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6.03

关于选举LEE�SZE�CHIN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88,577 96.3117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7.01

关于选举王易文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40,088,677 96.3120 是

7.02

关于选举付寒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40,042,148 96.200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6,759,857 99.9423 3,897 0.0577 0 0.0000

2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6,759,857 99.9423 3,897 0.0577 0 0.0000

3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标准的

议案

6,702,165 99.0894 61,589 0.9106 0 0.0000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759,857 99.9423 3,897 0.0577 0 0.0000

5.01

关于选举TEO�SWEE�ANN （张瑞

安）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5.02

关于选举NG�PEI�QI（黄佩琪）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5.03

关于选举TEO�TECK�TELONG（张

德隆）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5.04

关于选举徐欣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6.01

关于选举蓝宇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6.02

关于选举KOH�CHUAN�KOON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6.03

关于选举LEE�SZE�CHIN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228,577 77.3028

7.01

关于选举王易文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228,677 77.3043

7.02

关于选举付寒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182,148 76.61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第1-3,� 5-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

上表决通过；第4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2、 第1-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诚、薛晓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符合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56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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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 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2021年11月25日（星期四）在公司304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11月

25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拟任监事会主席吕志华女

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吕志华女士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吕志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任期三

年。

吕志华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选举职

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57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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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 或“公司” ）于2021年11月25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1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二、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

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KOH� CHUAN� KOON先生、LEE� SZE� CHIN先生，其中

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LEE� SZE� CHIN先生、KOH� CHUAN� KOON先生、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其中

LEE� SZE� CHIN先生为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蓝宇哲先生、NG� PEI� CHI（黄佩琪）女士、LEE� SZE� CHIN先生，其中蓝宇哲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KOH� CHUAN� KOON先生、蓝宇哲先生、徐欣先生，其中KOH� CHUAN� KOON先生为

召集人。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乐鑫信息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三、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已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吕志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吕志华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王珏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同意聘任邵静博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王珏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王珏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已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

TEO� SWEE� ANN（张瑞安）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王珏女士、邵静博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闻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徐闻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徐闻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1065218

电子邮箱：ir@espressif.com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690号2号楼304室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附件：

1、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珏女士个人简历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1983�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EMBA。 主要经历如下：2005� 年5月至2010年4月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员、 高级审计员；2010年5月至2014年7月历任上海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 投资总监；2010年7月至

2019年5月任上海磐石容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7月至2021年7月任上海磐石容银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监事；2010年11月至今任上海米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5月至2019年4月任乌鲁木齐磐石新泓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8月至2018年11月任乐鑫有限市场拓展总监、 董事会秘书；2018年11月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珏女士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珏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223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9,273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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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2、财务总监邵静博女士个人简历

本公司财务总监，198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学士，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硕士。 主要经历如下：2003年7月至2006年7月历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培生、会计主管；2006年7月至

2010年5月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外部财务经理；2010年6月至2013年4月任奥布赖恩管道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3年4月至2015年10月任慧科讯业（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财务总监；2015年11月至2018年1月

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咨询师；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任乐鑫有限财务总监；2018年11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邵静博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25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罚。

3、证券事务代表徐闻个人简历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199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

学理学硕士。 主要经历如下：2018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徐闻女士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闻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8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罚。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中核同创（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核同创（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8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

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核投资有限公司60%，上海中核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4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1.54%至66.67%（不含）

拟新增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金1.6亿至2亿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6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拟通过增资引入的资金并结合项目进展适时进行出资实施。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符合增资条件，并与增资人

及其原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或最终投资者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后原股东持股比例合计高于33.33%， 战略投资者股权占比合计为

61.54%至66.67%（不含）（新增单一股东出资额不低于3000万元且不得超过6000万元， 持股比例不超

过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新增注册资本金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归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2、本次增资评估基准日后至股权变更日（以新营业执照颁布为准）期间，增资人的损益由新老股东

按照增资后的股权比例共同承担或享有。

3、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各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经营风险。

4、当前增资人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实缴资本为6000万元，原股东将依据章程约定，履行出

资义务。

项目联系人：张彬

联系方式：1351105755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1-1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147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与测试；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运营维护；电子商务（不得从事

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工业自动化系统建设与服务；智能建筑、电脑软硬件、网络设备销售（除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公共安全防范工程及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的设

计、施工和维修；仪器仪表（除专项规定）、电子产品、机电产品、通信设备的销售及维修；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5%，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30%，上海工业自动

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15%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991.6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89%

拟新增注册资本：148.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6.7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作公司产品研发、业务拓展和项目建设等所需的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1、征集到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

条件并经增资人确认的新增意向投资人；

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终结条件: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

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需求；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5、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1.21%，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7.93%，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13.97%，新增意向投资人6.89%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评估基准日后，根据2021年7月30日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云计算中心机房部分

固定资产转让的批复》（沪华谊集团生产字【2021】3号），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吴泾运中心56

项设备，账面原值4,416,073.93元，账面净值3,215,012.67元，因集团要求建设集团档案馆，需占用公

司在吴泾云计算中心机房所处大楼，建设期间需对整幢大楼进行基建加固等措施，但会影响到公司机

房正常运营，故需对吴泾运中心的机房进行搬迁，对于拆除后尚可续用的设备进行转让处理。 本次评

估按二手可再利用设备回收价进行评估。 未考虑此次评估值与后续转让价值之间的差异。（详见评估

报告）。

项目联系人：李天成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1-1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河北邢台宁晋县税务局利用税收大

数据，有效提升出口退税办理效率。 依托

税收数据平台， 主动分类筛选提取涉税基

础数据，及时撰写推送定制报告，就改善生

产经营、 防范税收风险等事项向县域重点

企业提出税务建议。 同时，组织税务干部定

期深入企业走访，了解个性化办税需求，依

托税收大数据为各类企业精准提供一对一

税务辅导、 加急办理、 容缺办理等服务举

措。 截至 10月底，已为 48 家企业办理出

口退税 2.47亿元。

邢台宁晋出口退税提质增效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