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59� � � � �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6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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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证券代码：000759）股票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2年9月13日、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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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现场问询、函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事项再次进行核实，具体

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处。

2.公司通过市场信息和投资者提问关注到，投资者对公司免税商品经营资质、“一带一路” 项目、预

制菜、可降解产品等关注较高，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免税商品经营资质：为优化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拓展业务范畴，公司于2020年7月向政府相

关部门递交了关于支持公司申报免税品经营资质的请示，公司已于2020年7月24日披露了《重大事项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免税商品经营资质属于国家特许经营资质，公司最终能否获得该

资质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有新的进展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予以披露。公司主营业务仍

为有税商品的零售业务，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一带一路”项目：公司2017年开始通过供应商武汉汉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一带一路”

沿线16个国家进口商品，主要品种包括白俄罗斯产液态奶、哈萨克斯坦西红花菜籽油、葵花籽油、波兰果

啤、捷克、德国啤酒、法国葡萄酒等中欧产地系列商品。 2022年上半年，公司38家全球商品直销中心及

120家仓储超市销售该类商品约15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约为0.02%，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3）预制菜：公司中百大厨房现有少量预制菜肴，2022年上半年，预制菜营业收入约10万元，占比

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4）可降解产品：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新晨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和生产的可降解产品

主要包括购物袋及背心式连卷袋，2022年上半年，可降解产品营业收入约87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0.14%，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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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期激励机制，公司拟筹划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已于2022年5月13日

披露了《关于筹划股权激励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自提示性公告披露以来，公司

正在积极研究本次激励计划具体激励对象名单、人数、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业绩考核指标等事项，具体

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股东大会审议，能否顺

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5.公司控股股东正在配合公司按计划推进股权激励相关工作，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或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事项。

6.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 ）于2022年9月13日、9月14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620,4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次减持股份后，永辉

超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89,731,696股，占比27.86%（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网《关于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7.经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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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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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关于免税商品经营资质的申请，近两年未有进展，公司最终能否获得该资质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关于公司股权激励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能否付诸实施有待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报国资主管部门

批准，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才能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4.关于公司销售“一带一路” 进口商品、预制菜以及可降解产品，以上业务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

收入比例均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永辉超市于2022年9月13日、9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620,4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2�年 9月 8日、9�月 9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以上，之后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2�年 9�月 13�日、9�月 14�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再次累

计超过20%以上，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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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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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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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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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4日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 ）出具的《减持告知函》，永辉超市及其一致行动人重

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13日、9月14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2%，具

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西二环中路436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13日、9月14日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0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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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043 2.00

合 计 1362.04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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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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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5.2126 29.86 18973.1696 27.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335.2126 29.86 18973.1696 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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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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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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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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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5日

信息披露

202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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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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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2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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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上午9:15至2022年9

月1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1号办公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雷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5,591,2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4528%；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5,57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6.4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2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10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1,013,2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嘉

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广东炬申仓储有限公司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签订 《广州期货交

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 ，主要内容包括炬申丹灶物流园区丹

灶仓1#、2#、3#库成为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工业硅的交割仓库， 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

点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1号（具体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的仓

库、地点和库容为准）｝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

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合作协议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591,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3,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颜丹、李旭东。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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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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上海聚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保润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保润” ）、上海聚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海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宁波海益” ）系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聚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有限合

伙企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宁波保润、宁波海益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10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4%，其中宁波保润单独持有4,442,700股，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宁波保润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4,442,700股，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3.45%。

公司于近日收到宁波保润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上海聚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保润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宁波保润、宁波海益合计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份10,10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4%，其中宁波保润单独持有4,442,700股，均为

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解除限售，并于2022年5月13日上市流通）

3、减持期间及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 如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的规定；如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拟在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的规定。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宁波保润拟减持股份数量4,442,700股，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3.45%。 如计划减持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

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并遵守本机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三、股东承诺情况

宁波保润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承诺：

1、减持前提：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本机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

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

出的公开承诺。

2、减持价格：本机构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同时，本机构在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期间每次减持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本次减持的数量、方式、减持价格区间、减持时间区间

等。

3、减持方式：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保润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上述相关承

诺事项。

四、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东宁波保润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价格、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是否按期实施完成也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继续监督宁波保润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所作出的承诺，依法依规减持公司股份。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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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3月14日、2022年4月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

公司及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的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3月15日和2022年4月9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为下属子公司及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2年6月27日、2022年7月1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向融资机构融资提供担保事

项进行授权的议案》，预计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为公司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6月29日和2022年7月16日公司披露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向融资机构融资提供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公告》《2022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担保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与担保人的关

系

担保权人

担保本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安徽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

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七里塘支行

1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芜湖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分行

1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芜湖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

司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青岛恒佳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96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芜湖汇展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一级控股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分行

8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江苏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控股股

东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支行

39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三、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劲松

注册资本：16,30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经营范围：消毒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家电产品、五金模具、五金冲压件及相关

材料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塑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精密塑胶及制品的生

产、装配、销售；钣金原料、玻璃制品销售；房屋租赁及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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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安徽毅昌100%股权。

安徽毅昌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8,268,023.23 344,797,734.31

负债总额 109,584,794.58 121,987,372.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303,399.42 20,025,643.88

流动负债总额 106,796,448.52 118,741,489.74

净资产 348,268,023.23 222,810,362.29

项目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9,858,228.17 764,921,486.61

利润总额 16,008,364.59 19,388,967.25

净利润 15,872,866.36 18,923,168.78

（二）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劲松

注册资本：1亿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56号

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研发、加

工、制造、销售;汽车零件、家用电器注塑模具、改性塑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

制品销售，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汽车用塑料制品检测服务、汽车用塑料制

品涂层检测服务;汽车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和研究及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快速成型件的设计、制作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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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芜湖毅昌99.7222%股权。

芜湖毅昌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1,114,789.59 458,538,511.19

负债总额 319,221,450.23 269,093,549.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300,000.00 6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4,803,612.92 253,733,465.84

净资产 211,893,339.36 189,444,961.33

项目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6,654,768.10 652,897,522.98

利润总额 22,785,186.52 37,886,500.16

净利润 22,448,378.03 36,780,088.56

（三）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劲松

注册资本：15,138.44673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628号

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汽车零部件、电视机、烤箱、吸排油烟

机、电磁炉、微波炉、燃气灶具、咖啡机、电子衣柜及其模具的研发、加工、制造、批发；整体厨

房、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的设计、研究、生产、批发及售后服务；汽车技术设计；电子计算机软

件技术开发；普通货物动输（凭许可证经营）；上述产品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营其它无

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青岛恒佳100%股权。

青岛恒佳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6,526,483.70 272,180,852.68

负债总额 152,332,526.14 173,655,683.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8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8,754,005.11 168,046,242.23

净资产 104,193,957.56 98,525,168.82

项目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101,447.08 670,620,563.89

利润总额 6,100,682.89 4,090,639.72

净利润 5,668,788.74 3,774,951.42

（四）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

注册资本：4714.285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经济开发区5#厂房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

咨询与转让；机电产品的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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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汇展新能源60%股权。

汇展新能源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783,076.11 66,370,426.89

负债总额 54,384,212.94 48,238,273.7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600,000.00 7,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0,941,165.00 43,224,336.53

净资产 61,398,863.17 18,132,153.16

项目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194,645.48 26,484,066.16

利润总额 -4,733,289.99 -7,877,425.20

净利润 -4,733,289.99 -7,877,425.2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9月14日，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500万元， 占公司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16.24%；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余额1428万

元，占净资产比例2.2%。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

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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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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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9月13日

下午4:30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2年9月9日以书面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会议由朱冰先生主持，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朱冰先生、傅萍

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于2022年9月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

名职工代表监事王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朱冰先生担任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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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

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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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2年9月6日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孙凯君女士、刘

敏先生、吴建伟先生、王聚先生、张晨女士、刘锋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原清海先

生、李剑先生、黄培明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孙凯君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孙凯君女士、原清海先生、吴建伟先生，其中：孙凯君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黄培明女士、原清海先生、孙凯君女士，其中：黄培明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李剑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原清海先生、黄培明女士、孙凯君女士、张晨女士，其中：

李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原清海先生、李剑先生、黄培明女士、孙凯君女士、张晨女士，其中：原清海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其中，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

委员会的召集人李剑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朱冰先生、傅萍

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于2022年9月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

名职工代表监事王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朱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凯君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张啸风先生担任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聘任张晨女士、王聚先生、项怀飞先生、商翔宇先生、王晓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

晨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刘锋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相关人员具备出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等情形，且本次

提名、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门负责人聘任情况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门

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杜洁旻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王晓明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门负责

人，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杜洁旻女士

简历附后。

五、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高崎先生、张松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商翔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仍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朱杰先生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高崎先生、张松柏先生、朱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附件：

1、孙凯君女士简历

孙凯君，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6年2月至2008年11月，

于新西兰统计局任职，曾任统计分析师；2008年 11月至2009年5月，于墨尔本大学任职，曾任调查方法

咨询师；2009年7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曾任执行董事、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海市杨浦

区第十五届政协常务委员。

2、张啸风先生简历

张啸风，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本科学历。 2008

年7月至2008年11月，于上海世科嘉车辆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任职；2009年3月至2011年4月，于上海鼎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1年4月至2013年12月， 于上海亮硕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职；2014年1月

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3、张晨女士简历

张晨，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2年6月至 2007年9月，于上海

通信电器交易市场任职， 曾任财务部经理；2007年 10月至 2009年9�月， 于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任

职，曾任财务主管；2010年 8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上海市杨

浦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

4、王聚先生简历

王聚，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7年3月至2011年2月，于上海罗曼电光源有限公司任职，曾任副

总经理；2011年2月至2013年3月，于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任职，曾任高级系统工程师；2013年3月

至 2014年9月，于上海罗曼电光源有限公司任职，曾任副总经理；2014年9月至 2015年10月，于雷士

（北京）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任职，曾任副总经理；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于上海甜头菜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任职，曾任首席运营官；2017年1月起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支

部书记。

5、项怀飞先生简历

项怀飞，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土木工

程专业，大专学历，二级建造师。 1997年2月至2009年12月，于深圳市耀桐广告有限公司任职，曾任施工

主管；2010年2月至2013年6月，于上海格灵奥广告有限公司任职，曾任照明项目部经理；2013年7月至

今，于罗曼股份任职，曾任技术主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6、商翔宇先生简历

商翔宇，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2年5月至2001年2月，于上海

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任职，曾任供应科仓库主任；2001年2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曾任工程管理部总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7、王晓明先生简历

王晓明，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5年7月至1993年7月，于上海

第廿七棉纺厂任职；1993年7月至1994年8月， 于上海黑田金冠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任职；1994年8月至

2005年5月，于上海罗曼电光源有限公司任职；2005年5月起至2017年8月，于东方罗曼设计任职；2017

年9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8、刘锋女士简历

刘锋，女，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学历。 1994�年7�月至 2010年9月，于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600088.SH）任职，曾任证券事务代

表、董事会秘书处副经理、公司办公室主任、行政人事总监；2011年4月至 2011年12月，于远洲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任职，曾任总裁办主任；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西藏北湖实业有限公司任职，曾任总裁办

主任；2015年1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9、杜洁旻女士简历

杜洁旻，女，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悉尼麦考瑞大学专业会计专业，本

科学历。 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于ACIC澳洲中国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任职，曾任助理会计师；2019年

4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曾任投资者关系助理、投资者关系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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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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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于 2022年9月13日届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2年9月6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王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2022年9月6

日至9?月13日，公司对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结果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

王琳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并按照《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职权。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9月15日

附件：王琳女士简历

王琳，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同济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科学历。 2009年7月至今，于罗曼股份任职，曾任设计师、采购主管，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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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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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9月13日

下午4:00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2年9月9日以书

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会议由孙凯君女士主持， 全体监事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推举孙凯君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孙凯君女士、原清海先生、吴建伟先生，其中：孙凯君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2）提名委员会：黄培明女士、原清海先生、孙凯君女士，其中：黄培明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3）审计委员会：李剑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原清海先生、黄培明女士、孙凯君女士、张晨女士，其

中：李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原清海先生、李剑先生、黄培明女士、孙凯君女士、张晨女士，其中：原清海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孙凯君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张啸风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张晨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项怀飞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商翔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晓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张晨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刘锋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杜洁旻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聘任王晓明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相关人员具备出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且本次提名、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9）。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