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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富国碳中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2022年06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碳中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碳中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47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瀚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吕春杰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瀚驰

任职日期 2022-06-28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自2015年07月至2017年09月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交易员；2017年09

月至2020年01月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助理；2020年01月至

2020年06月任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助理；2020

年06月加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固定收益策略研究部固定收益基

金经理助理，现任富国基金固定收益投资部固定收益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4978

富国聚利纯债三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020-11-20 -

006750

富国德利纯债三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021-04-21 -

011641

富国达利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1-11-02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8

股东关于减持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1%的公告

股东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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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6月28日至2022年06月27日

股票简称 广田集团 股票代码 00248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537.28 1.00%

合 计 1537.28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4948.9598 9.72 13411.6798 8.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48.9598 9.72 13411.6798 8.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4月23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上股东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2,236,77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本次

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09� � � � � � � �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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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285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并在2022年6月2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各方对关注函中所关注事项进行了逐项核

查、落实，并开展回复工作。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公司正组织进一步的核查工作。 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2年7月5日前回复关注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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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2-025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大东海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牛山” 或“公司” ）的子公司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东海” ；证券代码：000613、200613，证券简称：东海A退、东海B退）于2022年6月28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292022001号）。 因子公司大东海涉嫌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2年6月15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

在立案期间，大东海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和公司自身的相关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简称：ST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 编号：临2022-09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

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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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6月28日，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信安”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04,194,34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5.88%；2022年6月27日，深圳金信安解除质押119,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58.28%；2022年6

月28日，深圳金信安新质押股份110,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53.8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深圳金信安剩余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42,00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69.5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00%。

2022年6月28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关于告知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函告》及《关

于告知部分股票质押的函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深圳金信安于2022年6月27日将其质押给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119,000,000

占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58.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08

解质时间 2022年6月27日

持股数量（股） 204,194,341

持股比例（%） 25.8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2,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15.6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6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深圳金信安因融资业务于2022年06月28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中的82,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46%）质押给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银资管” ），质押起始日

为：2022年06月28日，质押到期日为：2022年12月24日。

另外，近日深圳金信安收到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珠红酒业” ）的申请函，对

方请求深圳金信安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深圳金信安同意以上申请要求，于2022年06月28日将深圳金信

安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8%）向深圳市佳银典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佳银典当” ）办理股票质押，质押起始日为：2022年06月28日，质押到期日为：2022年12

月24日。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贵公司

总股本比

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深圳金

信安投

资有限

公司

是

82,500,000 否 否

2022年

06月28

日

2022年

12月24

日

佳银

资管

40.40 10.46

用于企业资金周

转

27,500,000 否 否

2022年

06月28

日

2022年

12月24

日

佳银

典当

13.47 3.48

为珍珠红酒业向

佳银典当借款人

民币5000万元提

供质押担保

合计 - 110,000,000 - - - - - 53.87 13.94 -

（二）深圳金信安股份质押当前情况

1、深圳金信安进行本次股票质押融资业务主要是用于企业资金周转，到期后深圳金信安将以自筹

资金偿还。 本次质押风险可控，当公司股价触及到本业务预警线时，深圳金信安将按约定落实应对措施。

经深圳金信安向珍珠红酒业了解，珍珠红酒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珍珠红酒业将

以其自有资金及其他经营所得等偿还本次借款。 若珍珠红酒业本次借款的质押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

预警线时，珍珠红酒业将向佳银典当提供补充担保或提前清偿所担保的部分债权。 因此，深圳金信安认

为以上质押担保所产生的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市金顺安投资

有限公司、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369,331,369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6.81%；合计质押股份数为238,000,000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的64.44%。 具体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及

解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

及解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

投资有限公司

204,194,

341

25.88%

151,000,

000

142,000,

000

69.54 18.00 0 0 0 0

兴宁市金顺安

投资有限公司

107,717,

420

13.65% 84,000,000

84,000,

000

77.98 10.65 0 0 0 0

兴宁市众益福

投资有限公司

57,419,608 7.28% 12,000,000

12,000,

000

20.90 1.52 0 0 0 0

合计

369,331,

369

46.81%

247,000,

000

238,000,

000

64.44 30.17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深圳金信安质押的142,000,000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股份的69.54%，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0%，对应融资余额28,000�万元，深圳金信安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到期后深圳

金信安将以自筹资金及投资红利偿还相应款项。

2.深圳金信安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深圳金信安本次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情况，不会对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4.本次质押事项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未发生变更，不涉及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后业绩补偿承诺履约能力的承诺函》中约定的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34%（新增发行股份稀释除外） 的事项且不存在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

行前述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后续股份质押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简称：ST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 � � � � � � �编号：临2022-09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权转让款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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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推动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该交易方案中

包括公司向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城投” ）出售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城运公司” ）92.00%的股权，本次出售资产的作价为276,000.00万元。 2021年12月

31日，公司与兴宁城投就城运公司92%的股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城运公司已更名为“兴宁市城

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与兴宁城投签订的《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兴宁城投应于

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平均每半年等额按如下时间节点及金额， 向该协议第6.4条约定

的银行账户支付剩余70%的实际支付款人民币147,731.857万元。 每半年应付款=剩余70%的实际支付

款/3年/2=147,731.857万元/6=24,621.976万元。 具体支付如下：

2022年6月30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12月31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2023年6月30日前支付

24,621.976�万元，12月31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 ；2024年6月30日前支付24,621.976万元，12月31

日前支付24,621.977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2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兴宁城投支付的24,621.976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将根据后续收到

股权转让款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11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2-02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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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公司本部 A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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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64,742,42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383,230,3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281,5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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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6634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028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163489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

集，公司董事长赵克宇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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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8人，董事米大斌、程衡、李海峰、林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

立董事刘吉臻、徐海锋、夏清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李树青、监事会副主席穆烜、监事顾建国、夏爱东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黄朝全出席了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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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9,098,401 99.950712 4,014,565 0.047888 117,334 0.001400

H股 1,250,398,038 97.572081 28,055,602 2.189257 3,058,480 0.238662

普通股合计 9,629,496,439 99.635314 32,070,167 0.331826 3,175,814 0.032860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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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9,098,401 99.950712 4,014,565 0.047888 117,334 0.001400

H股 1,250,847,637 97.607164 27,605,763 2.154155 3,058,720 0.238681

普通股合计 9,629,946,038 99.639966 31,620,328 0.327172 3,176,054 0.032862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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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8,736,001 99.946389 4,377,065 0.052213 117,234 0.001398

H股 1,248,453,836 97.420369 30,003,804 2.341281 3,054,480 0.238350

普通股合

计

9,627,189,837 99.611448 34,380,869 0.355735 3,171,714 0.032817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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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3,202,800 99.999672 27,500 0.000328 0 0.000000

H股 1,280,735,880 99.939428 625,600 0.048817 150,640 0.011755

普通股合计 9,663,938,680 99.991684 653,100 0.006757 150,640 0.001559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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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3,202,800 99.999672 27,500 0.000328 0 0.000000

H股 1,280,878,400 99.950549 556,400 0.043418 77,320 0.006033

普通股合计 9,664,081,200 99.993158 583,900 0.006042 77,320 0.0008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6.01《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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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8,379,995,385 99.961412 3,234,915 0.038588 0 0.000000

H股 1,231,046,847 96.062053 50,213,753 3.918320 251,520 0.019627

普通股合计 9,611,042,232 99.444370 53,448,668 0.553028 251,520 0.002602

6.02《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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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8,379,995,385 99.961412 3,234,915 0.038588 0 0.000000

H股 1,231,031,447 96.060851 50,233,153 3.919834 247,520 0.019315

普通股合计 9,611,026,832 99.444211 53,468,068 0.553228 247,520 0.002561

6.03《关于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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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8,379,995,385 99.961412 3,234,915 0.038588 0 0.000000

H股 1,231,064,527 96.063432 50,248,833 3.921058 198,760 0.015510

普通股合计 9,611,059,912 99.444553 53,483,748 0.553390 198,760 0.002057

7、

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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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9,995,385 99.961412 3,234,915 0.038588 0 0.000000

H股 1,231,114,687 96.067346 50,184,633 3.916049 212,800 0.016605

普通股合计 9,611,110,072 99.445072 53,419,548 0.552726 212,800 0.002202

8、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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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6,793,588 99.446076 46,436,712 0.553924 0 0.000000

H股 860,730,391 67.165217 417,257,529 32.559780 3,524,200 0.275003

普通股

合计

9,197,523,979 95.165743 463,694,241 4.797792 3,524,200 0.03646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滇东能源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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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5,840,687 99.911852 4,339,013 0.051759 3,050,600 0.036389

H股 1,148,905,097 89.694523 58,264,934 4.548718 73,738,830 5.756759

普通股合计 9,524,745,784 98.557622 62,603,947 0.647797 76,789,430 0.79458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滇东雨汪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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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5,840,687 99.911852 4,339,013 0.051759 3,050,600 0.036389

H股 1,148,953,137 89.698274 58,261,534 4.548453 73,694,190 5.753273

普通股合

计

9,524,793,824 98.558120 62,600,547 0.647761 76,744,790 0.7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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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761,416,133 99.998439 27,500 0.001561 0 0.000000

5

《关于聘任公司2022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1,761,416,133 99.998439 27,500 0.001561 0 0.000000

9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

司滇东能源提供担

保的议案》

1,754,054,020 99.580480 4,339,013 0.246333 3,050,600 0.173187

10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

司滇东雨汪提供担

保的议案》

1,754,054,020 99.580480 4,339,013 0.246333 3,050,600 0.1731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6、7、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分别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卞昊、史津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

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3、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本公司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会议的点

票监察员。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9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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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疗” 或“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15:

00-16:3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视频直播和网络互

动的方式召开了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和沟通。 现将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并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

公司邮箱提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2022年6月28日下午15:00-16:30，公司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温伟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王政先生，财

务总监杨赞先生，独立董事刘炜女士出席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行业发

展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已去

除重复问题）：

问题1：看到公司明确了“双车轮”模式，请详细介绍一下。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021年度公司明确双车轮的业务增长模式———内车轮为公司在“第三方独立实验室、区域医学检

验中心、先进技术布局” 为公司提供内生驱动力，可为公司提供利润增长来源及多级发展的可能性；外车

轮为持续性拓展市场———通过“医疗检验集约化(IVD)、医疗耗材集约化(SPD)”扩展市场规模，为公司内

车轮业务抢占先发市场及渠道，利于公司战略整体实施。

问题2：公司主业的IVD和SPD，业务上有什么联系？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021年度公司明确“医疗检验集约化(IVD)+医疗耗材集约化(SPD)” 双主业的模式，医保改革下医

疗机构管理逐渐朝着精细化、精益化发展,“医疗耗材集约化(SPD)” 能对医院所有耗材包括高值耗材、

低值耗材及IVD体外检测试剂进行管理，而“医疗检验集约化(IVD)” 仅涉及到IVD体外检测试剂的管

理，可将“医疗检验集约化(IVD)” 视作“医疗耗材集约化(SPD)” 的子集，未来“医疗耗材集约化(SPD)”

会成为医疗机构供应链运营管理的主营模式。

问题3：公司的区域检验中心业务能提供什么服务？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作为区域检验中心合作共建服务商，为区域检验中心提供实验室建设、运营、试剂耗材供应链

管理、信息网络建设和标本物流等综合服务。

问题4：未来是否有扩展融资渠道的打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未来拟通过再融资、金融机构融资等各种手段，扩展融资来源，降低对单一渠道的依赖，以减少

对单一融资渠道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充足的资金支持公司扩张业务。

问题5：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2021年的业绩表现？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塞力医疗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克服新冠疫情不利影响，公司2021年实现销售收

入2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0%；报告期内公司聚焦IVD业务和SPD业务，其中IVD集约化业务收入

12.46亿元，同比增长3.53%，毛利率上升0.48个百分点；医院SPD智慧精益业务收入6.93亿元，同比增长

95.63%。

问题6：去年公司引入国外医废处理技术，今年在这方面是否有进一步投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将OMPECO公司拥有的多项国际专利和国际认证的基于“摩擦热处理”（FHT）技术的医废

处理系统引入国内各医疗机构。 公司将把握机遇，布局医废处理领域，将构建全链条碳排放清单与指标

体系，探索节能、减碳、增效的发展道路，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贡献公司的力量。

问题7：您好，请问公司怎么看待医疗信息化的市场机会？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内部已经搭建了一支强大的开发团队，致力于医疗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物联网、区块链、5G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工作，为塞力医疗由传统医疗供应链服务向医疗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在

原有的医院SPD智慧精益管理业务中叠加医保控费(DRGs)、医疗辅助诊疗(CDSS)等系统，为医疗机构提

供医用耗材智能化、精细化管理。

问题8：当前新冠疫情复杂严重，贵公司有没有支援抗疫？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及各地分子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根据疫情蔓延情况，向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多家医院捐献

急需物资，所捐物资包括 N95�口罩、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剂、检测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检测系统、化学

发光分析仪、生化分析仪、荧光免疫分析仪、干式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凝仪等各类防护装备、检验设备

及配套试剂。

目前，塞力医检作为上海宝山区重点防疫攻坚核酸检测服务单位之一，已经为包括上海临港集团及

联东U谷园区内复工企业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并承担着上海宝山区顾村镇全域约37万人的核酸检测工

作，积极为地区抗疫贡献力量。

问题9：公司具备哪些经营资质？ 目前正在完善的产品线有哪些、进展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021年度，公司共有178项注册证，其中新增一类注册证或备案凭证8个，新增二类注册证或备案凭

证116个。 公司正在逐步完善化学发光、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定蛋白、快检、流式细胞等产品线，目前湖南

创新体外诊断产品研发制造基地已经投入使用。

问题10：目前塞力医检拥有哪些技术平台？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目前，公司第三方独立医学诊断机构———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已经具备并规划建设包括：高

通量测序平台 （NGS测序、 三代SMRT测序）、NanoString数字化多重核酸定量技术平台、Luminex�

200液相悬浮芯片分析系统、分子诊断技术平台(含qPCR)、核酸质谱技术平台、血栓与止血技术平台、生

化免疫技术平台、微生物鉴定技术平台等。

问题11：关注到公司2021年SPD业务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SPD业务的情

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021年，公司“医疗耗材集约化(SPD)” 营业收入为6.93亿元，较上年增长95.63%；2021年度“医疗

耗材集约化(SPD)” 进展如下：公司完成福建省福鼎市总医院(医共体)、江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舟山医

院、吕梁市人民医院、襄阳市中医医院、内蒙古阿拉善盟中心医院试剂耗材采购服务项目签约部署(部分

已运营)。

问题12：能否请领导介绍一下塞力医疗旗下第三方独立医学诊断机构目前的进展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今年3月， 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顺利通过上海市卫健委验收， 并获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目前已经具备并规划建设包括：高通量测序平台(NGS测序、三代SMRT测序)、NanoString数字化

多重核酸定量技术平台、Luminex200液相悬浮芯片分析系统、分子诊断技术平台(含qPCR)、核酸质谱

技术平台、血栓与止血技术平台、生化免疫技术平台、微生物鉴定技术平台等；

4月，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已经获批新冠核酸检测机构“白名单” ，在各级监管部门的指导

下，一直承担着宝山区普筛普查任务，同时也为宝山区企业、商超、学校的复工、复产、复学提供上门核酸

检测服务。 除承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业务外，已开展包括肿瘤精准检测项目、病原微生物宏基因检测组

等特检项目，以“区域检验中心(RMCL)”及通过提供特检项目为区域检验中心赋能的“第三方独立实验

室(ICL)” 为核心的精准医学业务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问题13：公司未来有什么发展战略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在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公司必须顺应政策发展趋势，把握机遇，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

的、以“科技+服务”驱动的医疗智慧供应链运营管理服务商。

聚焦服务，通过科技赋能、业务协同、战略投资等举措，塞力医疗明确了以医疗智慧供应链服务业务

(IVD集约化、区域检验中心、SPD)为基础，同时向上游先进技术及院外toC端病患诊疗服务市场(慢病管

理PBM、互联网居家医疗)协同布局的发展战略。

除此以外，以“服务创新” 为核心，推动业务模式的创新升级。 积极布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

联网、AI等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医疗供应链服务向智能化转型升级。 同时，通过产业协同合作，延伸布局

“慢病管理PBM” 、“互联网居家医疗” 等院外toC端病患诊疗服务市场，整合区域检验中心、SPD供应链

体系，布局未来，打造贯穿医院、药品耗材、保险和病患诊疗的现代健康服务平台。

三、其他说明

关于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 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

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2-030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兼总裁因退休辞去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6月28日收到公司董

事兼总裁沈跃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沈跃华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

董事、总裁及下属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沈跃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沈跃华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

董事增补及总裁聘任等相关工作。

沈跃华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公司董事会谨向沈跃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22-25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3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关于对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

第44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问询函》回复工作，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对所涉及问题进行了逐项

认真核查。 鉴于《问询函》所涉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核实及说明，为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将再次延期至2022年7月12日前。公司将加快工作进度，尽

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22-025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4月29日发出通

知，（详见2022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现场会

议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14: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年6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6月 2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人，代表有权股份247,530,561股，

占公司总股本 816,794,335�股的 30.305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名，其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7,093,5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25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37,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535%。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7,158,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7％，反对372,

100股,弃权 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198,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856％；反对372,100股；弃权 0�股。

2、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47,158,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7％，反对372,

100股,弃权 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198,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856％；反对372,100股；弃权 0�股。

3、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247,158,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97％，反对372,

100股,弃权 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198,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856％；反对372,100股；弃权 0�股。

4、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47,158,4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97％， 反对

372,100股,弃权 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198,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856％；反对372,100股；弃权 0�股。

5、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47,158,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7％，反对372,

100�股,弃权 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198,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4856％；反对372,100股；弃权 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2021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金高峰、张子琳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6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6月29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6月29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6月29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A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46 001147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6月29日（含）起取消本基金各类份额的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21-68609700，400-700-9700；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ofund.com。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