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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

新投资” ）持有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股份215,135,

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88%。

●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新海新投资计划自公告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9,805,979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9,611,959股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19�日发布的《百利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新海新投资于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902,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另外，新海新投资于2021年12月8日至2022

年1月6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13,89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上述大宗交易减持的股

份中有9,800,000�股,占总股本的 2%，来源于股东 IPO� 前持有的股份，剩余4,098,000股，占总股

本的0.83%，来源于股东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获得的股份）；新海新投资于2021年12月31日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给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514,95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于 2022�年

1�月 27�日协议转让给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阿杏世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514,

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新海新投资当前持有百利科技股份共计147,304,35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0.04%。 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收到通知，新海新投资决定提前终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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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215,135,160 43.88%

IPO前取得：208,54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591,

1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西藏新海新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4,902,

910

1.00

%

2021/12/15

～2022/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71

－

17.39

81,109,

057

未完成：4,903,069

股

147,304,

350

30.04

%

注:新海新投资计划在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9,805,979股公司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实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4,902,910股，离集中竞价减持计划上限尚余4,903,069股未

减持，经综合考虑，新海新投资决定提前终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经综合考虑，新海新投资决定提前终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79� � � � � � �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22—003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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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1-3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800万元-1,100万元 亏损：1,127.3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800万元-1,100万元 亏损：1,142.0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元/股-0.03元/股 亏损：0.03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为目前新冠疫情对公司零售业影响依然存在， 公司零售门店销售尚在逐

步恢复中，未达到预期盈利水平。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79� � � � � � �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22—004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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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6,334,372.09 175,772,709.74 0.32%

营业利润 -295,595,348.46 -35,075,049.05 -742.75%

利润总额 -295,598,067.03 4,688,089.08 -640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911,693.13 25,763,584.19 -938.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7,303,253.38 -188,234,198.87 -1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 0.07 -9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4% 4.14% -45.0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39,486,499.70 1,345,953,555.79 -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19,469,930.39 635,381,623.52 -33.98%

股本（股） 356,400,000 356,4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8 1.78 -33.7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主要影响因素

1.目前新冠疫情对公司零售业影响依然存在，公司零售门店销售尚在逐步恢复中，未达到预期盈利

水平。

2.公司控股子公司于2021年9月、2021年11月分别收到大连金普新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大

连友谊金石谷高尔夫球场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对项目进行整改。 公司配合政府指令，按照政府要求，

整体消除了球场特征，并封存了部分建筑，对该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二）变动幅度较大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33.44万元，同比持平；营业利润亏损29,559.53万元，同比下降

742.75%；利润总额亏损29,559.81万元，同比下降6405.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1,591.17万元，同比下降938.05%。 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较上年度相比降幅

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比期初下降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期初下降33.98%，

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2年1月29日对2021年全年业绩情况进行了预告， 本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未超出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中预告业绩上下限的20%，与前次业绩预计金额不存在重大差

异；预计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5,035�万元–5,875�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全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21,730.33万元，超出原预计区间，原因在于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计

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而形成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可能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2-004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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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3100万元–3900万元

盈利:1031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9.94%�-�62.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2400万元–3200万元

盈利:978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5.48%�-�67.3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09元/股—0.0263元/股 盈利:0.069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目前公司销售产品以研发办公为主，受到研发办公市场供求变化、银行信贷收紧、销售产品业态变

化等因素影响，销售未达预期，导致公司本期业绩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2-005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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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1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881,927,155.59 2,705,064,944.82 -30.43%

营业利润 703,551,052.68 992,410,182.63 -29.11%

利润总额 704,965,163.68 990,308,551.72 -2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315,301.75 551,174,647.20 -26.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153,404.16 522,539,337.47 -27.44%

基本每股收益 0.27 0.37 -2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8% 10.57%

同比下降2.39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9,586,088,918.06 10,851,492,236.18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70,392,106.96 4,905,381,630.96 1.33%

股本 1,483,934,025.00 1,483,934,02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5 3.31 1.2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本年度公司销售产品以研发办公、公寓为主，受到研发办公市场供求变化、银行信贷收紧、销售产

品业态变化等因素影响，研发办公去化难度加大，销售未达预期，导致公司2021年主要财务指标出现了

不同程度下滑。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88,192.7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43%；实现利润总额70,496.52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0,631.53万元，均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58,608.89万元，较期初下降1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7,039.21万元，较期初增长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35元，较期初增长1.21%；股

本148,393.40万元，较期初无变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279� � � � � � � � �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2-034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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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5日(星期一)下午 13:00-14: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18日(星期一)至04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jhbzqb@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8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4月25日下午

13:00-14:3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5日下午 13:00-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姜桂廷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大伟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李东强先生

独立董事： 张玉红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4月25日(星期一)下午 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18日(星期一)至04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jhbzqb@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文君

电话：0534-2758995

邮箱： jjhb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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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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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路北首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7,471,1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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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桂廷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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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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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36,628,158 99.6450 842,992 0.355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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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36,628,158 99.6450 842,992 0.355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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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36,628,158 99.6450 842,992 0.355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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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48,535,086 98.2928 842,992 1.7072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48,535,086 98.2928 842,992 1.7072 0 0.0000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48,535,086 98.2928 842,992 1.707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3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根据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公司独立董事张玉红女士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

人，就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项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结

束时间，共有0名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行使投票权。

3、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3项议案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4、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3项议案均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本次会议无关联股东出席。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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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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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28日，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等法规、 规范性文件要求， 遵循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针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根据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 ）查询，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1年9月29日

至2022年3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卖期间

合计买入

股份数（股）

合计卖出

股份数（股）

1 张大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2021.11.26-2021.12.06 0 279,040

2 李东强 董事、财务总监 2022.1.7 0 26,600

3 刘文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24-2021.12.14 0 38,900

根据上述3名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承诺说明及公司核查，公司经自查后认为：张大伟、李东强减持

公司股票前，公司分别于2021年6月23日、2021年8月24日披露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同时公司充分履行了交易进展披露义

务。 张大伟、李东强、刘文君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

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张大伟、李东强在自查期间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减持计划的承诺及自身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的分析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故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刘文君在自查期间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分析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故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在筹划和决策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严格限定

了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公司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 公司在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系基于对减持计划的承诺

或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 公司不存在内

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22� � �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2022-019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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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山东海化，证券代码：000822）在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并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管理层沟通，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近期，纯碱期货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纯碱类上市

公司股价表现活跃。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预计如下：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6,000万元–20,000万元 盈利：6,516.0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5,000万元–19,000万元 盈利：6,316.6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元/股–0.22元/股 盈利：0.07元/股

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68� � � �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2022-011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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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5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18日(星期一)至04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zjt600368@sohu.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3月31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4月25日下

午 15:00-16:3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5日下午 15:00-16: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周异助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毅先生，副总经理、总会计师韩钢先生，副总经理、总

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独立董事莫伟华先生将参加此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4月25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18日(星期一)至04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zjt600368@sohu.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梁芝冬、李铭森

电话:0771-5518383、5525323

传真:0771-5520235、5518111

电子邮件:wzjt600368@soh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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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一

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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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2022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发电量248.8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48%；其中煤电

完成203.9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22%，气电完成30.1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1.65%，风电完成12.17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225.39%，水电完成0.51亿千瓦时，同比减少5.20%，生物质发电完成2.01亿千瓦时，同比

增加0.84%。 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上网电量235.06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89%。

公司所属各电厂2022年第一季度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名称/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2022年

1-3月

同比

（%）

2022年

1-3月

同比

（%）

煤电

沙角A电厂 6.80 -28.66 6.33 -29.04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5.86 3.65 24.72 3.48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24.61 -20.08 23.24 -20.21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29.19 -9.28 27.64 -9.51

湛江电力有限公司 12.75 2.48 11.94 2.45

广东能源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 10.72 -6.08 9.90 -6.17

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 14.86 1.40 14.07 1.59

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4.90 -9.71 13.88 -10.07

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 11.98 -0.61 11.13 -1.19

广东粤电博贺能源有限公司 18.03 15.39 17.17 15.52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6.03 -8.53 5.61 -8.66

广东省沙角（C厂）发电有限公司 18.53 - 16.85 -

图木舒克热电有限公司 9.69 - 9.06 -

气电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7.44 2.43 7.32 2.69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11.54 -37.34 11.33 -37.34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公司 5.51 -15.74 5.40 -15.92

广东粤电新会发电有限公司 5.70 -9.77 5.56 -9.94

风电 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2.17 225.39 11.63 227.17

水电 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0.51 -5.20 0.50 -5.51

生物质 广东粤电湛江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2.01 0.84 1.78 -4.50

二、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截止2022年3月，公司拥有可控装机容量2,994.26万千瓦，其中控股装机2,822.92万千瓦，参股权益

装机171.34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控股装机容量2055万千瓦，占比72.8%；气电控股装机容量547.2万千

瓦，占比19.4%；风电、水电、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控股装机容量220.72万千瓦，占比7.8%。

此外，公司受托管理装机容量885.4万千瓦（火电665万千瓦、水电220.4万千瓦），以上可控装机容

量、受托管理装机容量合计3879.66万千瓦。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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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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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经重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40,000万元～50,000万元 亏损：8,38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40,475万元～51,900万元 亏损：13,06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762元～0.0952元 亏损：0.0160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益于电价上浮与上网电量增长，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但由于综合因素影响煤炭、天然气价格

仍旧高企，导致公司发电毛利及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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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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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2

年4月6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2年4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8人，实

际表决董事8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吴思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吴思铭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

发现其有《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资格条件，具备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聘

任吴思铭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设立工会办公室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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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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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聘任吴思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查吴思铭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

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具

备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吴思铭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特此公告。

附件：吴思铭先生简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附件：

吴思铭先生简历

吴思铭先生，197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1998年7月至

2001年月8任安徽霍山县农业局农业技术员；2004年7月至2005年12月任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研

究员；2006年1月至2009年2月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交易经理；2009年3月至2011年9月任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交易区域负责人；2011年10至2013年9月任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交易总监；2013年10至2016年4月浙商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2016年5月至

2017年5月任浙商证券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2017年6月至2020年4月任浙商证券FICC事业部负责人、金

融衍生品部总经理；2018年3月至今任浙商证券总裁助理、浙商证券上海证券自营分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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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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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15日(星期五)至04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ssnet@css.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年4月19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4月

22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2日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锡明先生

董事、总经理：符兴斌先生

独立董事：崔劲先生

财务总监：何文哲先生

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经理：陈复兴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04月22日 (星期五) 下午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15日(星期五)至04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cssnet@cs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管丹玥

电话：010-62158879

邮箱：cssnet@cs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4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2－023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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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4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4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紫光展厅1-1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0名，代表股份数1,602,588,40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6.033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代表股份数1,471,757,16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58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6名，代表股份数130,831,23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4%。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唐琼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紫光国

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相关方修改《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1,601,630,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02%；反对955,

2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96%；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5,00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564%；反对

955,2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23%；弃权2,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唐琼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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