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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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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盛昌” ）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2021年9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5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和不

超过3亿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2021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等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签约银

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是否赎

回

赎回本金

（万元）

投资收益

（元）

1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进取型看

涨两层区

间63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3

月7日

2022年5

月9日

1.65%或

3.05%

是 3,000.00 157,931.51

备注：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全部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赎回，收回本金3,000.00万元，取得现金管理收

益157,931.51元。 上述本金及收益已返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

率

是否赎

回

1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涨两层

区间60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4,500.00

2021年7月5

日

2021年9月3

日

1.65%或3.25% 是

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

款36天（黄

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00

2021年8月9

日

2021年9月14

日

1.85%-3.00% 是

3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跌两层

区间61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021年9月22

日

2021年11月

22日

1.65%或3.10% 是

4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

款62天（黄

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00

2021年9月22

日

2021年11月

23日

1.85%-3.12% 是

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跌两层

区间60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0.00

2021年9月24

日

2021年11月

23日

1.65%或3.10% 是

6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跌两层

区间94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0

2021年11月

26日

2022年2月28

日

1.65%或3.11% 是

7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

款94天（黄

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000.00

2021年11月

29日

2022年3月3

日

1.85%-3.15% 是

8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跌两层

区间90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0

2021年11月

30日

2022年2月28

日

1.65%或3.15% 是

9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跌两层

区间90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2021年12月1

日

2022年3月1

日

1.65%或3.15% 是

1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涨两层

区间91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022年3月3

日

2022年6月2

日

1.65%或3.06% 否

11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进取

型看涨两层

区间63天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2022年3月7

日

2022年5月9

日

1.65%或3.05% 是

1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

款95天（黄

金挂钩看

跌）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000.00

2022年3月7

日

2022年6月10

日

1.85%或3.10% 否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币23,000万

元， 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未超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额

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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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

并由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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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共计0.56亿美元。 若本

次担保实施后， 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11.98亿美元

（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

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

称“本次担保” ）。2022年5月10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

行金额分别为0.18亿美元及3亿港币，按2022年4月末港币兑美元汇率（1元港币=0.1274美

元）折算，共计0.56亿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状况概述

1.�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英属维京群岛（BVI）

3.�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838149

4.�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5.�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王磊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也

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现任董事为

王磊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

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0年

10月27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

的中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2年5月10日，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

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0.18亿美元及3亿港币，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

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本次发行后，担保金额合计11.98亿美元(含本

次担保)。

四、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

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

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

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

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

案》，同意对全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前，按2022年4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美元=6.6177元人民币,下同）

计算，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94.96亿元，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19.38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已审计净资产人民币1,484.23亿元 （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数计算，下同）的比例为26.61%及21.52%。

本次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为其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发行两笔中期票据

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0.18亿美元及3亿港币，按2022年4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及港币兑人民币汇率（1元港币=0.8434元人民币）折算，该项担保金额折人民币3.72亿元。

该笔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98.66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19.38亿元， 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6.86%及21.52%。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人造蛋白”领域迎利好 多家上市公司已布局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

《“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

划》 提出， 发展合成生物学技

术，探索研发“人造蛋白” 等新

型食品， 实现食品工业迭代升

级， 降低传统养殖业带来的环

境资源压力。

受此消息影响，5月10日，A

股“人造肉”板块集体上涨。 豌

豆蛋白龙头双塔食品盘中一度

涨停，山东赫达、安记食品、东

宝生物、 华宝股份等股价均有

所上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

计，涉及“人造肉” 领域的上市

公司有数十家， 不少公司早已

布局。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人

造肉”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但仍

存一些发展瓶颈。

● 本报记者 高佳晨

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

在推动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方面，《规划》

提出，有序发展全基因组选择、系统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种技术，着力

提升良种培育、生产加工、推广应用等能力，

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 积极推进高

抗优质玉米、大豆粮食作物，开展优质生猪、

白羽肉鸡、 奶牛等禽畜和水产品良种攻关及

科学饲养。 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 探索研发

“人造蛋白” 等新型食品，实现食品工业迭代

升级，降低传统养殖业带来的环境资源压力。

政策发布后，A股“人造肉”概念股迎来

集体上涨。截至5月10日收盘，东方财富“人造

肉板块”涨幅达1.58%，15只个股中12只收涨。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人造肉” 市场处

于发展初期，但受益于国内庞大人口基数带

来的人口红利，市场发展潜力较大。

据川财证券统计，2019年全球植物性

“人造肉” 市场规模约为121亿美元，预计每

年将以15%的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25年将

达到279亿美元。 我国植物肉市场仍处在初

级阶段，2019年市场规模为70亿元， 同比增

长22.6%。 预计到2023年，我国“人造肉” 市

场规模将达到130亿美元， 植物肉市场将占

到全球市场的一半。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近年来，涉及

“人造肉” 领域的上市公司已达数十家，不

少上市公司早已开始布局。

东宝生物表示，公司“圆素” 牌动植物

双蛋白“人造肉” 已经上市，“圆素” 牌胶原

蛋白手撕肉已有4个品类上市， 富含动植物

双重蛋白，每100g含胶原蛋白肽5000mg。

东方集团表示，公司自主研发高水分植

物蛋白肉，并已建设落成我国第一条高水分

植物蛋白肉生产线，目前已与多家餐饮机构

及经销商开展合作。 公司现推广上市的高水

分植物蛋白肉半成品包括植物蛋白小酥肉、

植物蛋白鸡肉棒、植物蛋白狮子头等，储备

品种达30余种，并还在持续研发中。

豌豆蛋白龙头双塔食品表示， 公司已有

植物小酥肉、植物鸡块、植物肉饼、植物基固

体饮料等多款产品在售。美盈森表示，公司大

健康产业目前推出的产品主要为植物蛋白肉

系列产品、蛋白粉及预制菜产品。全球纤维素

醚和植物胶囊龙头山东赫达表示， 公司生产

的食品级纤维素醚可应用于“人造肉” 产品。

华宝股份表示， 公司拥有发酵法制备呈味肽

技术，该技术以豆粕、谷朊粉等低值植物蛋白

为原料，可替代或部分替代肉类原料。

人造肉调味及原料方面， 诚志股份表

示， 公司是全球唯一拥有D-核糖完整知识

产权的企业。 D-核糖系列产品产销近年增

长较快，目前在全球市场居主导地位，广泛

应用于医药、营养保健、食品饮料、临床营养

等领域， 是核苷类抗病毒药的起始原料，并

已被用于改善人造肉口味与营养。

监管制度和行业标准待完善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

员周密告诉记者：“《规划》的出炉使产业链

各个环节的配合更加有效，促进产业的稳定

发展。 同时，引导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为我国

的食品安全提供支持，并创造有利的环境和

相对稳定的发展预期。 ”

在周密看来，“人造肉” 产业不仅需要

技术支持， 还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措施，包

括创意、销售、包装、形象设计等。“上市公司

实力较强，也有固定客户群，其加入对产业

集群的形成和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配合发展

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人造肉” 市场发

展前景广阔，但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加工技

术、口感、消费者理念等。 此外，生产成本依然

较高。

“对于植物肉而言， 如果想要更加接

近传统肉类的口感， 需要加大脂肪与蛋白

质的添加量。 同时， 肉的呈现方式有很多

种，有肥有瘦，不同部位口感差异巨大，而

‘人造肉’ 不仅在生产环节和普通肉类完

全不同，还涉及色素、香精等问题。 如果没

有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 其食品安全风险

可能会比传统肉制品更大。 因此，‘人造

肉’ 行业未来的发展仍需进一步观察。 ”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人造肉’ 产品在口感和质量上

还无法与天然的肉类进行直接比较，消费者

对于人造蛋白的接受程度还需要一个过程。

此外，‘人造肉’ 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

系还相对缺乏，比如食品安全、对人们未来

营养健康的影响等，都需要有更加明确的认

证。 ” 周密表示，“‘人造肉’ 市场的发展亟

须行业标准和管理制度的出台。 ”

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出炉

吸引优质生物企业在主板和科创板上市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出炉。5月

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 生物经

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强生物企业上市培

育， 进一步加大对生物企业在境内资本市

场上市的支持力度， 吸引优质生物企业在

主板和科创板上市。

专家表示，随着顶层设计的出炉，现代

生物产业体系将加快构建， 为生物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明确五方面具体任务

《规划》提出生物经济发展阶段目标：

到2025年，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动力，总量规模迈上新台阶，科技综

合实力得到新提升，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新

跨越，生物安全保障能力达到新水平，政策

环境开创新局面。 到2035年，按照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我国生物经济

综合实力稳居国际前列， 基本形成技术水

平领先、产业实力雄厚、融合应用广泛、资

源保障有力、安全风险可控、制度体系完备

的发展新局面。

“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

划。 ”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

表示，《规划》着力做大做强生物经济，

明确了生物经济发展的五方面具体任

务：大力夯实生物经济创新基础，培育

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积极推进生物

资源保护利用，加快建设生物安全保障

体系，努力优化生物领域政策环境。

机构预计， 未来生物经济市场规模将

数倍于信息经济。随着顶层设计出炉，以及

有关方面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生物经济有

望步入快速健康发展轨道。

培育生物经济支柱产业

生物经济涉及面广， 覆盖较多产业领

域。 王翔介绍，《规划》为突出重点，一方

面，明确将满足人民群众“医”“食”“美”

“安” 新需求作为生物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

领域；另一方面，明确加快生物技术广泛赋能

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全面提升生物

产业多样化水平。

《规划》围绕“四个加快” ，部署培育

生物经济支柱产业，包括：加快生物技术赋

能健康产业， 加快生物育种技术赋能生物

农业产业， 加快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生物能

源和生物环保产业， 加快信息技术赋能生

物信息产业。

开展前沿生物技术创新

生物是典型的技术先导型领域， 生命

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 是发展壮大生物

经济的重要驱动力。《规划》明确提出“开

展前沿生物技术创新”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

进发展局副局长许航在发布会上回答本报

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医学、农业、制造、能源、

环保等领域， 前沿生物技术已经成为未来

生物经济的创新驱动力。

许航称，《规划》 在高通量基因测序、

生物检测、合成生物、细胞治疗、中医药治

疗、生物计算等方面进行了部署，对于我国

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

加快壮大生物产业、发展生物经济、培育形

成新动能， 促进人民生活品质改善， 推进

“美丽中国”“健康中国” 建设，推动世界

生物科技强国建设将发挥关键作用。

“未来五年和更长一段时间， 在 《规

划》指引下，我国生物领域战略科技力量

将持续壮大， 有力支撑生物经济高质量发

展。 ”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涛表示。

乘联会：促消费

成汽车行业复苏关键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汽车行业面临严重零

部件短缺问题。 5月10日，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简称“乘联会” ）数据显示，2022年4月乘用车

市场零售量达到104.2万辆，同比下降35.5%，环比

下降34.0%，4月零售量同比与环比增速均处于当

月历史最低值。

展望5月，乘联会指出，目前国内疫情高点已

过，复工复产循序渐进，支持政策加速落地，汽车

产业链企业逐渐从“救火式”应急反应，转变为常

态化的高韧性供应链管理。

受疫情影响较大

据乘联会数据，1-4月，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

595.7万辆，同比下降11.9%，同比减少80万辆。 其

中，4月同比减少57万辆。

乘联会指出，4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

都有散发扩散，上海、吉林、山东、广东、河北等地

的经销商4S店客户进店和成交都受到影响。

生产端，4月乘用车生产96.9万辆， 同比下降

41.1%，环比下降46.8%。其中，豪华品牌生产同比

下降57%，环比下降43%；合资品牌生产同比下降

56%， 环比下降58%； 自主品牌生产同比下降

20%，环比下降38%。

“受疫情影响，进口零部件短缺，涉及长三角

地区的国产零部件体系供应商无法及时供货，有

的甚至完全停工、停运，加之物流效率降低和运输

时长不可控，导致生产不畅问题突出。 ”乘联会指

出，4月上海地区五家主力车企生产环比下降

75%，长春地区合资主力车企生产下降54%，其他

地区总体下降38%， 上海地区零部件体系的全国

辐射效应凸显。

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展望5月，乘联会指出，压力与机遇并存。 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不确定因素增

多，国内面临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新的挑战，

车市供需两端面临持续严峻挑战。

尽管困难重重， 但各地复工复产正循序渐进

推进，支持政策加速落地。 4月18日召开的全国保

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

提出，改善物流从业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给予延

期还贷等金融支持。 长春汽车制造业在5月快速

实现复工复产； 上海部分企业4月中下旬开始也

陆续恢复生产，5月产业链供给需求逐步改善。

乘联会指出， 目前汽车产业链企业逐渐从

“救火式”应急反应，转变为常态化的高韧性供应

链管理。

拉动消费迫在眉睫

今年前4个月全国乘用车国内零售市场损失

较大，拉动消费是抢回损失的关键。乘联会数据显

示，“五一” 第一周订单量和交车量比4月有明显

改善，但是相较2021年“五一” 有所下降，市场复

苏压力较大。 乘联会指出， 由于前期疫情多点散

发，3-4月延迟消费需求将在5月有一定的释放，

有利于5月零售市场逐步恢复。

近期，相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促进汽车消费。

国务院办公厅4月25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以汽车、

家电为重点，引导企业面向农村开展促销，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

乡，推进充电桩（站）等配套设施建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新能源

汽车下乡车型累计销售量为106.8万辆，同比增长

169.2%，增速比整体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高约10

个百分点。

华龙证券认为， 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持续落

地， 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营造出更加积极的环

境。随着国内造车新势力加入，自主品牌竞争优势

逐渐显现，造车技术短板逐渐补足，市场消费需求

提质升级趋势将延续。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