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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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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4月8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怀磊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

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吴怀磊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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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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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知已于2022年4月8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采用通讯的

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唐全荣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放弃优先受让权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和投资收益的整体考虑，放弃优先

受让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

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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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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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培动力” ）持有西安中科

阿尔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阿尔法” ）13.0435%的股权，中科阿尔法之股东陕西先

导光电集成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陕西先导” ）拟将其持有的17.3913%中科

阿尔法股权以人民币4000万元转让给上海华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涧投资” ），公司

放弃优先受让权，放弃金额为521.74万元。

●华涧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共计3次，累计交易金

额为746.68万元，其中已披露的累计金额为190万元，未经披露的累计金额为556.68万元；公司与其

他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中科阿尔法的其他股东放弃拟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并就本次股权受让事项与华涧投资协

商一致， 华涧投资将在中科阿尔法履行完毕内部审议程序并通过该事项后与陕西先导签署转让协

议。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持有中科阿尔法13.0435%的股权， 中科阿尔法的股东陕西先导拟将其持有的中科阿尔法

93.75万元注册资本所对应的17.3913%股权转让给华涧投资， 公司基于发展和收益的整体考虑，拟

放弃该部分股权对应的优先受让权，放弃金额为521.74万元。华涧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华涧投资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披露的累计金额为

190万元，未经披露的累计金额为556.68万元，与其他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关

联交易总额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

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吴怀磊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华涧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华涧投资为公司

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华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怀磊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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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吴怀磊持有100%股份

（三）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

华涧投资近三年对汽车相关领域的投资情况良好。

（四）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联方华涧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11,260.8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2.57%。 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五）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04,828,176.53

净资产额 82,647,604.36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2,713,501.6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型为放弃拟转让股权优先受让权， 交易标的为陕西先导持有的中科阿尔法

17.3913%股权。

（二）中科阿尔法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中科阿尔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WENWEIZHANG

成立日期：2017年1月26日

注册资本：468.7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一路15号A-207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

成电路设计；电子元器件批发；知识产权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

表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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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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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向中科阿尔法增资3,000万元，认购中科阿尔法新增注册资本70.3124万

元。 中科阿尔法的注册资本由468.75万元增至539.0624万元。 公司成为中科阿尔法的股东，持有其

13.0435%的股权。

中科阿尔法是一家磁性传感器SOC芯片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

霍尔开关集成电路和线性霍尔集成电路两大类，广泛用于工业、消费和汽车领域。 霍尔开关涵盖了

双极锁存型霍尔开关、单极型霍尔开关和全极型霍尔开关等各种开关型霍尔芯片，目前已经在无刷

直流电机换向、流量表/转速表、接近开关等领域有了批量应用。 线性可编程霍尔芯片已经批量生

产，主要用于电流传感器应用。

（三）权属状况

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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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东情况

1、公司前期增资前后中科阿尔法的股东持股情况

前期增资前 前期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WENWEIZHANG 345 73.60 现金 345 64.00 现金

陕西先导 93.75 20 现金 93.75 17.3913 现金

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光机” ）

30 6.40 现金 30 5.5652 现金

华培动力 / / / 70.3124 13.0435 现金

2、华涧投资受让拟转让股权前后中科阿尔法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

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

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WENWEIZHANG 345 64.00 现金 WENWEIZHANG 345 64.00 现金

陕西先导 93.75 17.3913 现金 华涧投资 93.75 17.3913 现金

中科光机 30 5.5652 现金 中科光机 30 5.5652 现金

华培动力 70.3124 13.0435 现金 华培动力 70.3124 13.0435 现金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中， 中科阿尔法的其他股东放弃拟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并就本次股权受

让事项与华涧投资协商一致。

（五）中科阿尔法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3,281,709.63 42,501,827.13

负债总额 1,230,723.12 240,742.75

净资产额 12,050,986.51 42,261,084.38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5,886,003.52 1,635,801.50

净利润 1,505,078.77 250,054.09

扣非净利润 905,314.74 250,054.09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双方协商， 中科阿尔法的股东陕西先导拟将其持有的17.3913%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93.75万元） 以人民币4,000万元转让给华涧投资。 受让方华涧投资与陕西先导之间股权转让价格

的确定不会对公司形成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产业投资布局的考量，并充分考虑芯片行业的发展属性，放弃本次优先受让权。 本次

关联交易发生前，公司持有中科阿尔法13.0435%的股权，本次转让股权事项不影响公司持股比例，

对中科阿尔法的控股结构不会造成变动，不会改变原先的经营与管理模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亦

不会影响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

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怀磊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表决结果

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监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

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认为公司放弃中科阿尔法股权优先受让权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

及长期发展战略，不影响公司持有中科阿尔法的股权比例，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不参与本次股权受让，受让方与陕西先导之间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

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1、2021年12月，公司与关联方华涧投资共同向公司参股公司华涧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涧新能源” ）增资，其中，公司增资人民币19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

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华涧新能源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4）。

2、2022年2月，上海外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晓虹、周磊向公司参股公司华涧新

能源增资人民币192万元。 华涧新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华涧投资控制的公司，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

先认购权，持有华涧新能源的股份比例由19%变为17.34%，放弃金额为人民币36.48万元。

3、2022年4月，东莞市架桥四期先进制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诚鼎智慧城市创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智海向公司参股公司华涧新能源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华涧新能

源系公司控股股东华涧投资控制的公司，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持有华涧新能源的股份比

例由17.34%变为15.60%，放弃金额为人民币520.2万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3885� � � � �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2022-019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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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 或“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九元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元航空” ）2022年3月份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一）运营情况

2022年3月，公司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下降48.87%，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同比变

动分别为-48.87%和-28.11%；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下降59.62%，其中国内、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同比

变动分别为-59.88%和-22.26%；客座率为64.08%，同比下降17.06%，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客座率同比变动分别为-17.

61%和4.36%。

2022年3月，公司国内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较上月环比下降43.47%，国内旅客运输量（按收入客公

里计）环比下降49.06%，国内航线客座率环比下降7.04%。 公司将持续积极把握市场需求，配合落实党中央“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要求，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市场供求和防控政策变化，及时优化航线航班布局和运价。

2022年3月，吉祥航空新增以下定期航线：

新增西安—乌鲁木齐往返航线（每周7班）

新增杭州—贵阳—惠州往返航线（每周7班）

新增南宁—合肥—太原往返航线（每周7班）

新增南京—衡阳—湛江往返航线（每周3班）

2022年3月，九元航空新增以下定期航线：

新增广州—天府往返航线（每周7班）

新增西安—吐鲁番往返航线（每周4班）

新增广州—井冈山—太原往返航线（每周4班）

新增西双版纳—天津往返航线（每周4班）

新增南京—西双版纳往返航线（每周3班）

新增贵阳—井冈山—温州往返航线（每周4班）

新增长沙—日照往返航线（每周4班）

（二）运力情况

指标 2022年3月 同比增长 当年累计 同比增长

运力

可用吨公里（ATK）（万吨公里） 21,687.06 -46.30% 98,388.85 -5.68%

国内 19,461.49 -50.55% 86,870.30 -14.08%

国际 2,225.57 179.72% 11,215.76 318.66%

地区 - -100.00% 302.79 -42.79%

可用座位公里

（ASK）（万人公里）

176,583.25 -48.87% 784,439.31 -12.34%

国内 172,893.57 -48.87% 772,735.60 -11.50%

国际 3,689.68 -28.11% 9,201.10 -45.74%

地区 - -100.00% 2,502.61 -46.83%

可用货运吨公里

（AFTK）（万吨公里）

5,793.24 -37.76% 27,786.07 16.81%

国内 3,899.74 -56.31% 17,320.84 -23.11%

国际 1,893.50 467.34% 10,387.68 801.16%

地区 - -100.00% 77.55 -26.64%

载运量

收入吨公里（RTK）

（万吨公里）

11,949.33 -55.01% 53,111.18 -15.80%

国内 11,058.44 -57.65% 48,732.15 -21.04%

国际 890.89 141.42% 4,211.20 254.74%

地区 - -100.00% 167.83 -2.95%

收入客公里

（RPK）（万人公里）

113,150.47 -59.62% 519,811.35 -20.72%

国内 111,009.24 -59.88% 512,798.14 -20.63%

国际 2,141.23 -22.26% 5,192.15 -33.56%

地区 - -100.00% 1,821.06 7.05%

收入货运吨公里

（RFTK）（万吨公里）

1,822.70 20.23% 7,038.58 51.19%

国内 1,122.10 -19.02% 3,283.15 -20.78%

国际 700.60 469.92% 3,748.09 665.59%

地区 - -100.00% 7.34 -65.80%

乘客人数（千人次） 744.41 -60.63% 3,405.80 -22.93%

国内 739.54 -60.62% 3,382.57 -22.89%

国际 4.87 -34.10% 11.90 -42.40%

地区 - -100.00% 11.33 -3.41%

货物及邮件数量（吨） 8,953.02 -5.97% 26,789.43 -6.50%

国内 7,158.07 -21.99% 20,954.80 -23.72%

国际 1,794.95 534.30% 5,763.40 479.44%

地区 - -100.00% 71.23 -61.53%

载运率

客座率 64.08% -17.06% 66.27% -7.00%

国内 64.21% -17.61% 66.36% -7.64%

国际 58.03% 4.36% 56.43% 10.35%

地区 - - 72.77% 36.63%

货物及邮件载运率 31.46% 15.17% 25.33% 5.76%

国内 28.77% 13.25% 18.95% 0.55%

国际 37.00% 0.17% 36.08% -6.39%

地区 - - 9.46% -10.84%

综合载运率 55.10% -10.66% 53.98% -6.49%

国内 56.82% -9.52% 56.10% -4.94%

国际 40.03% -6.35% 37.55% -6.76%

地区 - - 55.43% 22.76%

注：上述相关指标含义如下：

（一）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收费载运的可用收费载运吨位。

（二）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可出售座位数。

（三）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四）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吨位量。

（五）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六）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七）客座率：指实际完成的收入客公里与可用座位公里之比。

（八）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收入货运吨公里与可用货运吨公里之比。

（九）综合载运率：指运输飞行所完成的运输总周转量与可提供吨公里之比。

（三）本月公司引进及退役的飞机型号和数量

本月公司及九元航空引进飞机0架，退役飞机1架。

截至2022年3月31日， 本公司运营81架A320系列飞机 （其中27架为A321机型，17架为A320neo机型，3架为

A321neo机型），6架波音787系列飞机。 本公司子公司九元航空实际运营23架飞机，均为波音737系列飞机。

（四）机队规模

单位：架

引进方式 飞机型号 数量

自购 A320系列 17

自购 B787系列 3

融资租赁 B787系列 3

融资租赁 A320系列 19

经营租赁 A320系列 45

自购 B737系列 2

融资租赁 B737系列 1

经营租赁 B737系列 20

合计 — 110

以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

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3� � � � � � 证券简称： 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2—027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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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285,260,701.65 33,756,582,333.29 34.15%

营业利润 7,204,750,456.81 3,128,289,083.99 130.31%

利润总额 7,028,521,304.06 3,109,492,366.31 12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5,827,696.18 1,956,303,613.37 112.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1,118,076.76 1,667,750,670.53 143.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69 0.4775 11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6% 9.17% 增加10.99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497,875,041.10 70,610,618,878.67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2,561,148,909.22 18,715,999,612.62 20.54%

股本（股） 4,096,560,000.00 4,096,56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51 4.57 20.54%

注：上表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2021年公司原煤产量3569万吨，同比增长0.71%；商品煤销量2871万吨，同比增长

1.16%；营业收入452.85亿元，同比增长34.15%；利润总额70.29亿元，同比增长126.0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1.66亿元，同比增长112.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61亿元，同比增长143.51%。

2021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25.61亿元，比期初增长

20.5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51元/股，比期初增长20.54%。

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均实现

30%以上增长。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一方面受煤炭市场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公司的煤炭

产品价格上涨，盈利同比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电力板块、焦化板块燃料煤和原料煤成本升

高，亏损增加。 从产业结构上看，煤炭板块主业优势突出，业绩贡献明显。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2年1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81,479万元至440,168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预

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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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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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83 � �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2-028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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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963万元 –259253�万元 盈利：9096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5%�-18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662元/股–0.6329元/股 盈利：0.222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受煤炭市场需求旺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的煤炭产品盈利同比大

幅增加；

2、公司的电力板块和建材板块因燃料煤价格同比上涨，成本升高，亏损增加；

3、公司持续推行精益化管理，强化成本费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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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13� � � � �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6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之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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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为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路畅科

技” ）控股股东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中联重科” ）要约收购公司

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按照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程序，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22年04

月27日、2022年04月28日和2022年04月29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公司于2022年03月30日公告了《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公司控股股东中联重

科自2022年3月31日起要约收购公司部分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 ），公司现就本

次要约的有关情况做如下提示：

一、 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的基本情况

（一） 要约收购的提示

《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后30日内，公司将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三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二）要约收购申报程序

1、被收购公司名称：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路畅科技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2813

4、收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5、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28,596,000股

6、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3.83%

7、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8、 要约价格：21.67元/股

9、 要约收购有效期：自2022年03月31日至2022年04月29日

二、本次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一）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21.67元/股。

（二）计算基础

根据中联重科与郭秀梅、朱书成于2022年2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及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本次要约收购系中联重科在协议转让的基础上继续通过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巩固路畅科技控制权的安排，因此本次要约收购的要

约价格延续协议转让价格，即21.67元/股。

1、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

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 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

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

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 收购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21.67元/股的价格收

购路畅科技35,988,000股股份，占路畅科技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9.99%。除前述协议受让情

形外，在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通过其他任何方

式取得路畅科技股份。 因此，在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路畅科

技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为21.67元/股。 本次要约价格不低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要

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取得路畅科技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符合要约定价的法

定要求，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2、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本次要约价格进行合理性的分析

《收购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

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股票

前6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

人、收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

鉴于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21.67元/股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

易日路畅科技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26.31元/股。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收购人和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定价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并

发布意见认为路畅科技不存在股价被操纵的情形， 收购人不存在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

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支付安排，本次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

交易日路畅科技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三、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收购编码：990074

（二）申报价格：21.67元/股

（三）申报数量限制

路畅科技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

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四）申请预受要约

路畅科技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 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

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要约期间

（包括股票停牌期间）， 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

销。

（五）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 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

报。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

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六）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申报经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确认

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

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七）预受要约的变更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司深圳分

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八）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竞争要约

人的，在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九）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十）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

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十一）余股处理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本次预定要约收购股份

数量28,596,000股，则收购人将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已预受要约的股份；若预受

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28,596,000股，则收购人将按照同等比例收购已预受要约的股份，计

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28,596,000股÷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则将按照中登公

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十二）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的三个交易日内，将含税费的收购资金扣除履约保证金

后的金额足额存入其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

司结算业务部申请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十三）要约收购股份过户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申请办理预受股份的转让手续，

并提供相关材料。 深交所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深交所出具

预受股份过户的确认函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手续。

（十四）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预受要约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及时向深交所提交并披露上市公司收购情

况报告及结果公告。

四、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的路畅科技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其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

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

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期内（包括股票

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二）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

回预受要约的情况。

（三）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撤回预

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

手续，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

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但不得撤

回已被中登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四）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竞争要约

人的，在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五）权利限制

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

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五、受要约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的证券

公司及其通讯方式

接受要约的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

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

收购人已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六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不以终止路畅科技上市地位为目的，收购人亦没有在

未来12个月内终止路畅科技上市地位的计划。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中联重科最多合计持

有路畅科技53.82%的股份。 若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路畅科技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收购人作为路畅科技的控股股东将协调其他股东共同提出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并加

以实施，以维持路畅科技的上市地位。 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路畅科技

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七、要约收购期间的交易

被收购公司股票在要约收购期间正常交易。

八、要约收购手续费

要约期满后，转受双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

A股交易执行。

九、要约收购的清算

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满后， 公司将另行发布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要约收购清算公告

（如有股份接受要约），请投资者关注要约收购资金到账日。

十、 预受要约的情况

截至 2022年04月13日， 净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1%。

十一、 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03月30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路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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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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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同兴环保，股票代码：

003027） 股票于2022年4月13日、2022年4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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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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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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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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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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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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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2022年4月19

日，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亦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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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

超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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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12月24日完成了2021年度第一期

绿色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绿色超短融” ）的发行。 本期绿色超短融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为

120天，票面利率为2.35%，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鉴于本期绿色超短融将于2022年4月26日到期兑付，为保证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

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绿色超短融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1广核电力GN001

4.债券代码：132100171

5.发行总额：人民币10亿元

6.起息日：2021年12月27日

7.发行期限：120天

8.债券余额：10亿元人民币

9.债项主体评级：AAA

10.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35%

11.本金兑付日：2022年4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2.本期应偿付本息金额：1,007,726,027.40元人民币

13.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存续期管理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

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

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

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勾珺

联系电话：0755-88615859

2.存续期管理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荀雅梅

联系方式：010-66592749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23198682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88315�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2-026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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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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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星期五)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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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novog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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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13日发布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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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下午 14: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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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下午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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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总经理：李瑞强

董事会秘书：王其锋

财务总监：施加山

独立董事：张然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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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星期五)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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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novog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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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禾致源证券办公室

电话：010-82837801-889

邮箱：ir@novog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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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51� � � � � � � � �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2022-012

时代出版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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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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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星期三)至4月26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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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sixinxiang@press-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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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年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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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上午10:0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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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上午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

com)“上证 e�访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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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

总经理：郑可

董事会秘书：李仕兵

财务总监：桂宾

独立董事：赵惠芳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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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星期三)至4月26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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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gsixinxiang@press-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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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逸林、方蓉蓉

电话：0551-63533050/63533053

邮箱：gongsixinxiang@press-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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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