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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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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违规借款及担保事项。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息共计35,520.76万元， 违规担保本金共计55,000.00万元, � 违规担保涉诉金额17,

500.58万元。

现将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资金占用事项情况及进展

1、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2017年度、2018年度未经过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

情况下，以公司及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 ）的名

义与朱丽美、王悦英、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后部分借款无法按时偿

还，导致公司对控股股东的融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事项导致控股股东自2017年起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6日披露的《关于违规担保及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3）。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息共计35,520.76万元。

2、资金占用进展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6月15日、2019年8月23日、2019年

10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3月31日、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31日、2020年6

月30日、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31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10月31日、2020年11月

30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31日、2021年2月28日、2021年3月31日、2021年4月30

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31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0月31日、2021年11月30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31日、2022年2月28日、

2022年3月31日、2022年4月30日、2022年5月31日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送《催

款函》，要求其尽快偿还所占用资金，并已取得签字回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控股股东名下资产和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处

于质押、冻结（多次轮候冻结）状态，其个人资金周转困难，公司尚未收到其归还的剩余占

用资金。 公司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尽快归还占用资金，并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违规担保事项情况及进展

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违规担保事项，涉及担保本金共计55,000.00万

元。

1、浙江国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控股” ）与杭州尊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尊渊” ）分别通过杭州合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出资1.50亿元、0.75亿

元认购了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计划2.25亿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过公司正常内

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保证合同，涉及担保金额1.50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05）。

2019年7月25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6），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5340号《民事裁定

书》（终审裁定）， 判定杭州尊渊向国都控股支付投资本金及收益补差款人民币42,895,

544.49元及违约金、诉讼费等。 截至2022年5月31日，本案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总金

额为人民币7,500.58万元（本金及违约金）。

上诉案件第一债务人为杭州尊渊，公司在与对方积极沟通，妥善处理以上事项，努力降

低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2、2017年12月15日，上海新黄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黄浦公司” ）与上

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 ）签订《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

同》，约定新黄浦公司作为委托人，爱建信托作为受托人，成立“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信托资金为人民币1亿元，用于向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 ）发

放信托贷款，主合同期限为24个月。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过公司内部正常审批流程的情

况下，以公司的名义与爱建信托签订《保证合同》，对爱建信托与北京耀莱签订的《爱建耀

莱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提供保证担保。 北京耀莱在上述贷款期限届满时未履行还款义

务，新黄浦公司提起诉讼，诉讼金额暂计到2020年6月28日，本金、利息等合计为168,289,

146.66元。

2021年8月26日， 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0） 沪74民初1528

号］，一审判决公司不需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诉讼进展及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

3、2017年，控股股东左洪波先生与万浩波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亿元，并在未经过

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担保金额

3亿元。 2018年4月20日，因左洪波未及时归还借款本息，故万浩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月11日，该院作出（2018）沪01民初6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

“679号判决” ），判令左洪波归还万浩波借款本金2亿元及利息。 2019年12月3日，因左洪

波未履行679号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故万浩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020

年4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执1649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该次

执行程序。 在整个执行过程中，万浩波除获清偿446,584.03元，其余债权均未获清偿。

鉴于上述情况，万浩波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对679号判决确定的左洪波所欠万

浩波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在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计算案件受理费方

便，暂计100,000,000元）。 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尚未消除，公司将与相关方协商争取尽快解决

违规担保问题，并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已将控股股东以公司及子公司奥瑞德有限的名义从朱丽美、王悦英、安徽省金丰

典当有限公司拆借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同时计“其他应收款（左洪波）”科目，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洪波夫妇因债务纠纷导致其个人资产被冻结，能否解除冻结

以及解除冻结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洪波夫妇尚未履行

业绩承诺补偿，其偿债能力存在重大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

每月披露一次上述事项相关进展情况。公司涉及的其他风险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披

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修订版）》之“重大风险提示” 部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信息披露

20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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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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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19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凌云光” ，扩位简

称为“凌云光技术” ，股票代码为“688400”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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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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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1.93元 /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90,000,000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0.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

发行规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或称“绿鞋”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

行股票数量将扩大至 103,500,000 股， 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2.33%（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450,000,000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绿鞋全额行使，则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463,500,000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8,000,000股， 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20.00%，约

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17.39%。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16,102,795 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17.89%，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

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15.56%。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897,205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9,497,205

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 80.51%，约占绿鞋全额行使

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8.08%；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

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400,000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

始发行数量的 19.49%，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为 27,

900,000 股， 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1.92%。

根据《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

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13,500,000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15.00%。

根据《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145.41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

（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7,390,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2,107,205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59.62%，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

50.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290,0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40.38%，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 34.1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 0.0402132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6月 27日（T+2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发行（含超额配售部分）、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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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国

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凌云光 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中金凌云光 1号” ）、 中金凌云光 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中金凌云光 2号” ）（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其他战略投资者

的类型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截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除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6 月

29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初始发

行数量的比

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国家制造业

转型升级基

金股份有限

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9,119,927 10.13% 199,999,999.11 1,000,000.00 200,999,999.11 12个月

2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

2,735,978 3.04% 59,999,997.54 - 59,999,997.54 24个月

3

中金凌云光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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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972 1.75% 34,626,855.96 173,134.28 34,799,990.24 12个月

4

中金凌云光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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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918 2.96% 58,507,441.74 292,537.21 58,799,978.95 12个月

合计 — 16,102,795 17.89% 353,134,294.35 1,465,671.49 354,599,965.84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193,89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71,802,139.2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6,10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107,560.72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2,107,205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142,711,005.65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5,713,550.63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T+3 日）

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 660 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

户的摇号抽签。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末“4”位数 229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凌云光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

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584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59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

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4,090,998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85%，约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6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96,104 股，包销金额为 2,107,560.72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1%，包销股份的数量占超额配售启用后发行

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0.09%。

2022年 6月 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不含超额配售部分所获得的资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获授权的主承销商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不得使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专门账户外的其他资金或通过他人账户交易发行人股票。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承诺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0个自然日内不出售其包销股份。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0

发行人：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9

日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2021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依据原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

暂行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信息公告所披露数据仅代表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敬请投保人注意投资风险，并仔细

阅读相关保险条款和产品说明书。

本信息公告报告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一、 投资账户简介

依照原中国保监会2005年12月9日颁发的 《关于海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结保险投

资账户的批复》，本公司为从2007年9月起开始销售的财智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和从2007年11月起开始销

售的生财智道投资连结保险设立投资连结成长型、平衡型和稳健型三个独立投资账户。

(一)� �成长型投资账户

1.�账户设立时间：2007年9月3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通过构建进取成长的证券投资基金组合，在有效分散证券市场风险的前提下，

进行高比例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定风险的情况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本

利得。

3.�投资组合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各类债券、银行存

款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比例为50%-100%，各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市场投资工具

比例为0%-50%。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

但基金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二)�平衡型投资账户

1.�账户设立时间：2007年11月1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依据长期稳定的投资原则，通过分散化投资、长期投资、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

构建稳健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固定收益产品组合，力求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均衡的投资回报。

3.�投资组合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各类债券、银行存

款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比例为30%-70%，各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市场投资工具

比例为30%-70%。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

但基金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三)�稳健型投资账户

1.�账户设立时间：2007年11月1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依据保守投资的原则，通过综合运用各类债券、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等货币

工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构建稳健的货币市场投资组合，力求为投资者提供稳健的、长期的投资

回报。

3.�投资组合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允许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

●本账户投资于各类债券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为50%-100%，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和

其他货币市场投资工具的比例为0%-50%。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

但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二、 主要会计政策和估值原则

(一)�记账本位币：所有投资账户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二)� �记账基础：所有投资账户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三)� �投资账户的估值原则：

1.�投资账户价值等于投资账户的总资产减去投资账户的总负债。

2.�总资产价值等于投资账户中各项资产的价值之和，投资账户中的各项资产的价值将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以及相关监管规定予以评估。现阶段各账户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定期存款、

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六类。 上述投资资产在取得后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在沪、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在各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

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

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估值。

●债券指投资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 上

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

值。 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3.�总负债包括应付管理费、已发生尚未支付的各类税费和其它应付款三类。 其它应付款主要为投资

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活动及资金转入或转出时所产生的时间差异，这部分款项不计利息，但定期结

算。

三、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 �简化的资产负债表

2021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成长型 平衡型 稳健型

资产

货币资金 659,041.48 3,418,948.73 424,219.04

债券投资 - - -

基金投资 20,235,101.87 5,791,936.68 6,749,562.15

资产管理公司理财产品 - - -

应收利息 65.13 313.42 38.86

其他应收款 35,947.99 79,604.95 52,427.57

资产合计 20,930,156.47 9,290,803.78 7,226,247.62

负债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86,563.57 31,651.69 19,393.20

其他应付款 31,748.10 82,077.92 173,480.69

负债合计 118,311.67 113,729.61 192,873.89

累计净资产 20,811,844.80 9,177,074.17 7,033,373.73

负债及投资连结账户持有人权益

合计

20,930,156.47 9,290,803.78 7,226,247.62

(二)�投资收益表

2021年12月31日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成长型 平衡型 稳健型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收益 2,483,452.14 988,612.64 471,420.23

利息收入 5,256.58 7,141.00 1,959.34

小计 2,488,708.72 995,753.64 473,379.57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309,946.03 112,020.42 70,424.48

其它支出 - 55.00 44.00

小计 309,946.03 112,075.42 70,468.48

已实现净收益 2,178,762.69 883,678.22 402,911.09

(三)�本报告期末的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表

单位价格（元） 单位数

成长型投资帐户 1.4695 14,162,347.31

平衡型投资帐户 2.0621 4,450,277.79

稳健型投资帐户 1.6563 4,246,502.53

四、 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以及历年的数据

(一)�计算公式：投资回报率 =�（期末单位价格-期初单位价格）/期初单位价格×100%

(二)�投资账户设立以来各年度的投资回报率

各年度投资回报率 成长型投资帐户 平衡型投资帐户 稳健型投资帐户

2021年 10.99% 10.42% 5.90%

2020年 34.99% 17.16% 6.32%

2019年 22.52% 13.47% 3.72%

2018年 -17.83% 0.39% 3.26%

2017年 5.65% 21.25% 1.22%

2016年 -6.29% 5.01% 1.81%

2015年 26.15% 16.08% 9.49%

2014年 14.65% 24.16% 6.22%

2013年 2.47% -5.19% -1.69%

2012年 -0.14% 1.26% 6.82%

2011年 -25.58% -14.95% 0.86%

2010年 -5.89% -4.96% 2.74%

2009年 47.73% 27.85% 2.93%

2008年 -37.48% -20.51% 2.47%

2007年 2.78% -3.29% -0.14%

五、 报告期末各投资账户的基金资产情况

1.�成长型投资账户

基金资产种类 净值（元） 占比

股票型基金 7,515,646.84 37.14%

混合型基金 12,719,455.03 62.86%

合计 20,235,101.87 100.00%

2.�平衡型投资账户

基金资产种类 净值（元） 占比

债券型基金 1,108,130.72 19.13%

股票型基金 1,459,534.88 25.20%

混合型基金 3,224,271.08 55.67%

合计 5,791,936.68 100%

3.�稳健型投资账户

基金资产种类 净值（元） 占比

债券型基金 6,749,562.15 100.00%

合计 6,749,562.15 100.00%

六、 报告期内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资产托管银行没有任何变动。

特此公告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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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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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

常运作，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同

意选举王莉莉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

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附件：王莉莉简历

王莉莉女士，1982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加入

公司，历任人力资源部经理等职务，现任人力资源中心负责人。 2019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莉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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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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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11号悦康创新药物国际化产业

园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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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4,642,6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4,64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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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9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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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伟仕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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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许楠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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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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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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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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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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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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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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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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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3,499 99.9412 179,122 0.058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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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504,569 99.9546 138,052 0.045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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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504,569 99.9546 138,052 0.045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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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61,499 99.9405 181,122 0.0595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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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59,199 99.9397 183,422 0.0603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00关于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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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选举于伟仕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786,361 99.3906 是

12.02

选举于飞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825,860 99.4036 是

12.03

选举于鹏飞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825,860 99.4036 是

12.04

选举张将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885,860 99.4233 是

12.05

选举张启波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825,859 99.4036 是

12.06

选举宋更申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885,859 99.4233 是

13.00关于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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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选举陈可冀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945,858 99.4430 是

13.02

选举王波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02,825,857 99.4036 是

13.03

选举程华女士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02,825,857 99.4036 是

14.00关于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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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选举滕秀梅女士为第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945,857 99.4430 是

14.02

选举于洋先生为第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825,855 99.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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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5,663,499 99.3069 179,122 0.6931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5,704,569 99.4658 138,052 0.5342 0 0.0000

9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25,704,569 99.4658 138,052 0.5342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公

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5,661,499 99.2991 181,122 0.7009 0 0.0000

12.01

选举于伟仕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3,986,361 92.8171

12.02

选举于飞先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025,860 92.9699

12.03

选举于鹏飞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4,025,860 92.9699

12.04

选举张将先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085,860 93.2021

12.05

选举张启波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4,025,859 92.9699

12.06

选举宋更申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4,085,859 93.2021

13.01

选举陈可冀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145,858 93.4342

13.02

选举王波先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025,857 92.9699

13.03

选举程华女士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025,857 92.969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议案14为

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6、议

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5、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鲁、邱加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5189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2022-048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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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染织” 、“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发行5.7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富春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81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 “富春转债” ， 债券代码为

“111005”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5.7亿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2日，T-1日）收市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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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若认购不足5.7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6月23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股东 514,318 514,318,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6月27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缴款认购数量（手） 缴款认购金额（元） 放弃认购数量（手）

放弃认购金额

（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54,919 54,919,000 763 763,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数量为763手，包销金额为

763,000元，包销比例为0.13%。

2022年6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 发行人：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九华北路3号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53-5710228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发行人：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