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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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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现金方式收购普

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克科技” 或“标的公司” ）52%的股份，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普克科技的控股股东。

●本次签署的《关于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之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本框架协议” ）系交易各方就股份收购事宜达成的初步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文

件。 各方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的结果进一步协商洽谈，并经各方依法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后，方能签署正式协议，最终的交易安排需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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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仔细阅读本公告披

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普克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雄文先生及普克科技于2022年12月1日签

署了《关于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之收购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自有或自筹资

金方式收购普克科技52%股份，成为普克科技的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的交易对方及收购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交易价格

等尚需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价格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交易标的评估值为依

据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最终将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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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框架协议为股份收购事项的初步意向，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将在具体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普克科技股东委托授权赵雄文先生代表普克科技全体股东签署《关于普克科技（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之收购框架协议》。

赵雄文，标的公司普克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截至协议签署前

直接持有普克科技44.00%股份。

普克科技的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

信及履约能力。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52%的股份。

（二）标的公司简介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62989009D

住所 常熟市董浜镇华烨大道35号

注册资本 2,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雄文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0年10月21日

营业期限 2010年10月2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机械产品、模具、金属制品制造、加工；金属材料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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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协议签署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赵雄文 11,000,000 44.00%

2 程红霞 5,000,100 20.0004%

3 苏州普克智能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 20.00%

4 钱俊 2,000,000 8.00%

5 程艺 1,999,900 7.9996%

合计 25,00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159.30 6,916.24

负债总额 4,154.16 4,767.01

净资产 3,005.15 2,149.22

营业收入 9,114.14 8,272.94

净利润 880.36 357.55

上述财务数据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赵雄文

丙方：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收购总体方案

（1）甲方或/及甲方控制的主体拟通过现金方式收购丙方股份，最终持有丙方52%

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甲方将成为丙方的控股股东。

（2）甲方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方式支付本次收购对价，支付安排经甲方内部决策

程序通过后确定。 经各方初步协商，本次交易对价最终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

定的丙方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各方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的结果进一步协商洽谈，对具体交易对方及

本次交易的股份比例、现金支付的时间安排等具体细节做进一步沟通协商，并在签署本

次交易相关的正式协议中就相关事项进行具体约定。

2、时间安排

（1）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开展协商洽谈，对交易具体细节做进一步沟通协商，并应

在本协议签署后30日内就本次交易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协议， 否则视为本协议自

动终止。

（2）各方保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准确、充分地履行

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3）乙方及丙方同意并认可甲方聘请的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评估、法律、财务顾问等

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法律、业务等的尽调工作，乙方及丙方已积极配合并

认可上述中介机构的尽调结果。

3、承诺与保障

（1）甲方承诺其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守法经营，其公司治理情况符合中国

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等。

（2）乙方保证丙方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守法经营。

（3）乙方承诺其所持丙方股份的登记信息以及丙方的资产、财务、债权债务信息及

相关数据、材料真实，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利瑕疵和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情形。 丙方自

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过户至甲方之日前，不存在也不会设置任何包括但不限于抵押、

质押、查封等的权利瑕疵。

4、保密条款

（1）甲方、丙方现有股东、丙方及其员工、代理人、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知情人都应

对本协议中条款予以保密。 如果丙方及其现有股东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交易有关的任何

信息，必须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2）本协议的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知悉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的相关方）应当配

合甲方履行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手续、填报相关资料，并确保相关资料、声明承诺真实、

准确、完整。

（3） 丙方及其现有股东以及从丙方或现有股东处获知本次交易意向的知情人，不

得擅自买卖甲方的股票，否则丙方现有股东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4）以订立及履行本协议为目的，各方向中介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和文件不视为泄

密行为。

5、排他期

丙方及乙方同意给与甲方6个月的排他期，该排他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算。 在排

他期内，丙方和乙方均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对丙方任何形式的投资进行讨论、谈判或者

达成投资交易（包括直接或间接），并应在签订本协议后立即终止与任何第三方就对丙

方任何形式的投资进行讨论或谈判 （如有）。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排他期截止时间，乙

方（或任何其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或任何其各自代理人均不得为了引起或

者实现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或与本次交易相似的并购/出售交易之目的而与任何实

体、组织或个人签署、从事或进行任何讨论、协商、协议、安排或谅解（无论其是否具有法

律约束力）。 如排他期届满后，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文件，则乙方有权与第三方讨

论、协商、协议、安排或谅解与丙方有关的交易事宜。

五、本次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完善汽车后市场汽保产品一站式解决方案，挖掘新的收

入增长点，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普克科技于2015年4月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主要生产、销售金属

薄板类的工具箱柜，产品包括工具箱、工具柜、工具车、工作台以及其他产品，主要用作存

储、运输各类工具及配件以及作为各项作业的作业台，在优化工具存储环境的同时，能够

起到提高装配、维修效率的作用，被广泛运用于制造业、加工业、汽车修理业以及家庭日

用中。

常润股份目前主要产品为汽车配套零部件及维修保养设备和工具， 包括千斤顶、举

升机等，在整车配套市场和汽车后市场的起重类设备中拥有全品类供应能力。 在汽车后

市场领域，公司按照客户订单要求，配套采购部分辅助产品进行统一销售。 其中，工具箱

柜作为公司主要的外购辅助产品，主要用于修车工具的收纳和整理，也可以作为临时的

操作辅助平台，与公司现有汽保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公司工具箱柜产品主要配套销

售给Costco、Walmart、Home� Depot� Canada、Princess� Auto、CTC、WERNER� CO、

TSC和Amazon等全球范围内的大型连锁商超、五金工具连锁店、汽车修配连锁店和互

联网电商等客户，近三年累计销售超过4亿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在工具箱柜领域形成自有产品线和生产线，依托于公司在

全球范围内三万家以上的线下客户资源，通过对现有产品线和工具箱柜的有机整合，加

大公司对汽车后市场维修保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从而不断提升公司在工具箱柜市场

上的占有率，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服务能力及一体化服务水平，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能源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机遇期，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优

化在新能源产业链的布局

国内新能源汽车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公司目前商用千斤顶及工具、专业汽

保维修设备产品面向新能源汽车售后维保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销售并不断增长；

同时，公司为汽车整车厂客户配套零部件（OEM）业务中，已经有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

车，公司已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相应的布局。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借助普克科技现有技术资源和经验， 并利用公司覆盖全球的

销售网络，进一步开发在新能源储能柜金属外壳等产品的研发、验证与生产，优化公司在

新能源产业链的布局，有利于公司实现自身的产业突破和产业升级，进而进一步提升公

司经营业绩和综合竞争实力。

（三）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普克科技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增强普克科技的

持续经营能力，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

2021年全球存储箱柜销售超过80亿美元，且一直持续稳定增长。 普克科技作为国内

较早进入工具箱柜行业的公众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工具箱柜行业具备了一定的

品牌影响力、市场资源、营运能力以及较好的成长性。 最近两年普克科技整体经营情况

良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增长。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基于自身多年在汽车维修保养市场的丰富经验和专业能

力，优化普克科技的整体发展战略，借助公司本身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推进普克科技继

续开展工具箱柜业务并拓展业务领域和地域， 进一步提升普克科技的品牌价值和影响

力，并充分发挥规模优势提升普克科技的整体盈利能力，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

同时，双方也将在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和配套销售等各个方面进行协同，从而提升公司

整体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提高投资者的回报水平。 相信经过公司和普克科技团队的

努力，能够取得比普克科技独立发展更好的效果，有信心使普克科技的业务规模和市场

占有率更上一个台阶。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框架性、意向性协议，为交易各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框架

性文件，不作为股份收购的依据。 本次收购股份的具体事项，各方将根据尽职调查、审计

及评估结果等做进一步协商谈判，并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从而签署正式收

购股份协议，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

通过决策、审批程序等的风险。

3、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

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

容，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关于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之收购框架协议》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22-026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玉米新品种通过国家品审会审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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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孙）公司自主研发的玉米新品种“登海2035” 、“登海2052” 、“登海2056” 、“登海2073” 、“登海

2077” 、“登海2078” 、“登海2079” 、“登海2086” 、“登海2087” 、“登海2089” 、“登海2098” 、“登海先锋176” 、“登海W365” 、“登海W388” 、“登海鲁西208� ” 、“宇玉

971” 、“仓禾201”“登海W1505” 共计18个玉米新品种，已经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定通过，品种名称等信息经公示无异议，现予公告。

序号

品种

名称

审定编号 申请者 育种者 农艺性状 适宜种植区域

1 登海2035 国审玉20226023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24天，比对照吉单27晚熟0天。

幼苗叶鞘浅紫色，花丝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80厘米，穗

位高104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20.0厘米，穗行数15－16行，

穗轴白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9.5克。经鉴定，感大斑病，中抗茎腐病，感穗腐病，

感灰斑病，感丝黑穗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65克/升，粗淀粉含量76.01%，粗蛋

白含量9.99%，粗脂肪含量3.75%，赖氨酸含量0.26%。

产量表现： 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

2020�年区域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94千克，比对照增产6.6%；2021年区域试验复

试平均亩产808千克，比对照增产7.5%；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801千克，比对

照增产7.0%；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821千克，比对照增产6.1%。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等肥力以上地块栽培，

密度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治丝黑穗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适宜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吉

林省延边州、白山市的部分地区，通化市、吉

林市的东部，内蒙古中东部的呼伦贝尔市扎

兰屯市南部、兴安盟中北部、通辽市扎鲁特

旗中部、赤峰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前山、呼

和浩特市北部、包头市北部早熟区种植。

2 登海2052 国审玉20226040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30天，比对照先玉335熟期相当。

幼苗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紫色，颖壳绿色。 株型半紧凑，株高307厘米，穗

位高 119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21.65厘米，穗行数16行，穗

轴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7.8�克。 经鉴定，感大斑病，中抗茎腐病，感穗腐病，

感灰斑病，高感丝黑穗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66克/升，粗淀粉含量76.15%，粗

蛋白含量8.84%，粗脂肪含量3.48%，赖氨酸含量0.25%。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 2020年

区域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94千克， 比对照增产4.1%；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

亩产836千克，比对照增产6.1%；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815千克，比对照增产

5.1%；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866千克，比对照增产5.7%。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4月下旬至5月上旬，密度4500�株/亩左右，注意

防治丝黑穗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辽宁省东部山区和辽

北部分地区，吉林省吉林市、白城市、通化市

大部分地区，辽源市、长春市、松原市部分地

区，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内蒙古乌兰浩特

市、赤峰市、通辽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

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部分地区，河北省

张家口市坝下丘陵及河川中熟区和承德市

中南部中熟区，山西省北部大同市、朔州市

盆地区和中部及东南部丘陵区种植。注意防

治丝黑穗病。

3 登海2056 国审玉20226041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30天，比对照先玉335晚熟0天。幼

苗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82厘米，穗位高

101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20.25厘米，穗行数16行，穗轴红

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6.6�克。 经鉴定，感大斑病，中抗茎腐病，感穗腐病，感灰

斑病，感丝黑穗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76克/升，粗淀粉含量75.73%，粗蛋白含

量9.02%，粗脂肪含量3.7%，赖氨酸含量0.25%。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 2020年

区域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93千克， 比对照增产4.0%；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

亩产838千克，比对照增产6.4%；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816千克，比对照增产

5.2%；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861千克，比对照增产5.2%。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4月下旬至5月上旬，密度4500株/亩左右，注意

防治丝黑穗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辽宁省东部山区和辽

北部分地区，吉林省吉林市、白城市、通化市

大部分地区，辽源市、长春市、松原市部分地

区，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内蒙古乌兰浩特

市、赤峰市、通辽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

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部分地区，河北省

张家口市坝下丘陵及河川中熟区和承德市

中南部中熟区，山西省北部大同市、朔州市

盆地区和中部及东南部丘陵区种植。

4 登海2073 国审玉20226140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与对照郑单958熟期相当。 幼苗

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75厘米，穗位高

98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19.8厘米，穗行数16－17行，穗轴

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3.6克。经鉴定，中抗茎腐病，中抗穗腐病，中抗小斑病，

高感南方锈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67克/升，粗

淀粉含量75.61%，粗蛋白含量10.02%，粗脂肪含量4.31%，赖氨酸含量0.28%。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15千克， 比对照增产9.2%；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589千克，比对照增产7.0%；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52千克，比对照增产8.2%；

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90千克，比对照增产6.6%。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5 登海2077 国审玉20226141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3天，与对照郑单958熟期相当。 幼苗

叶鞘浅紫色，花丝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79厘米，穗位高

91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果穗长筒型，穗长19.15厘米，穗行数16行，穗轴红色，

籽粒黄色，百粒重32.2克。 经鉴定，中抗茎腐病，中抗穗腐病，感小斑病，高感南

方锈病，高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80克/升，粗淀粉

含量74.74%，粗蛋白含量10.3%，粗脂肪含量3.62%，赖氨酸含量0.29%。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07千克， 比对照增产8.0%；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591千克， 比对照增产7.3%；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49.0千克， 比对照增产

7.68%；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98千克，比对照增产8.0%。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弯孢叶斑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河南省、山东省、河北

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

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

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

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6 登海2078 国审玉20226142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

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51厘米，穗位高98厘

米，成株叶片数19片。果穗长筒型，穗长19.15厘米，穗行数16行，穗轴红色，籽粒

黄色，百粒重33.2克。经鉴定，中抗茎腐病，中抗穗腐病，感小斑病，感南方锈病，

感弯孢叶斑病， 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 籽粒容重774克/升， 粗淀粉含量

75.79%，粗蛋白含量9.83%，粗脂肪含量4.24%，赖氨酸含量0.26%。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694千克， 比对照增产6.0%；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584千克，比对照增产6.1%；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39千克，比对照增产6.0%；

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98千克，比对照增产8.0%。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河南省、山东省、河北

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

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

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

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7 登海2079 国审玉20226143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

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紫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69厘米，穗位高89

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果穗长筒型，穗长20厘米，穗行数16－18行，穗轴红色，

籽粒黄色，百粒重33.3克。 经鉴定，感茎腐病，中抗穗腐病，感小斑病，感南方锈

病，高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62�克/升，粗淀粉含量

75.33%，粗蛋白含量9.35%，粗脂肪含量4.13%，赖氨酸含量0.26%。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35千克，比对照增产12.3%；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615千克， 比对照增产11.6%；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75千克， 比对照增产

12.0%；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607千克，比对照增产9.8%。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弯孢叶斑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8 登海2086 国审玉20226144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1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

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59厘米，穗位高96

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19.7厘米，穗行数14－16行，穗轴红

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2.8克。经鉴定，感茎腐病，中抗穗腐病，中抗小斑病，高感

南方锈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49克/升，粗淀粉

含量74.63%，粗蛋白含量9.80%，粗脂肪含量4.24%，赖氨酸含量0.27%。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14千克， 比对照增产7.6%；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602千克，比对照增产9.3%；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58千克，比对照增产8.4%；

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91千克，比对照增产6.7%。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9 登海2087 国审玉20226145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

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53厘米，穗位高89

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 果穗筒型，穗长18.3厘米，穗行数14－16行，穗轴红色，

籽粒黄色，百粒重34.4克。 经鉴定，感茎腐病，中抗穗腐病，中抗小斑病，高感南

方锈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55克/升，粗淀粉含

量74.03%，粗蛋白含量10.27%，粗脂肪含量4.1%，赖氨酸含量0.28%。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10千克， 比对照增产7.0%；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575千克， 比对照增产4.3%；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42.7千克， 比对照增产

5.8%；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85千克，比对照增产5.7%。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10 登海2089 国审玉20226146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

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61厘米，穗位高97

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18.85厘米，穗行数14－16行，穗轴红

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4.9克。经鉴定，感茎腐病，中抗穗腐病，中抗小斑病，高感

南方锈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 751克/升，粗淀粉

含量74.06%，粗蛋白含量10.3%，粗脂肪含量4.4%，赖氨酸含量0.28%。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40千克，比对照增产11.5%；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609千克， 比对照增产10.3%；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74千克， 比对照增产

10.9%；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603千克，比对照增产8.9%。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11 登海2098 国审玉20226147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

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浅紫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58厘米，穗位高

92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筒型，穗长18.2厘米，穗行数16－18行，穗轴红

色，籽粒黄色，百粒重29.9克。经鉴定，感茎腐病，中抗穗腐病，感小斑病，高感南

方锈病，高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58克/升，粗淀粉

含量72.84%，粗蛋白含量11.37%，粗脂肪含量4.17%，赖氨酸含量0.30%。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14千克， 比对照增产9.1%；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626千克， 比对照增产13.5%；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70千克， 比对照增产

11.1%；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623千克，比对照增产12.4%。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12 登海先锋176 国审玉20226148

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登海

先锋种业有限公司、

铁岭先锋种子研究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天，与对照郑单958熟期相当。 幼苗

叶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半紧凑，株高271厘米，穗位

高103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 果穗筒型，穗长18.9厘米，穗行数14－16行，穗轴

白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2.4克。经鉴定，中抗茎腐病，中抗穗腐病，中抗小斑病，

高感南方锈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96克/升，粗

淀粉含量75.74%，粗蛋白含量10.19%，粗脂肪含量3.94%，赖氨酸含量0.28%。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绿色通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

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03千克， 增产比对照7.4%；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

584千克，增产比对照5.9%；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43千克，增产比对照6.7%。

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79千克，增产比对照4.5%。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南方锈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

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

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

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玉米种植。

13 登海W365 国审玉20220260

泰安登海五岳泰

山种业有限公司

泰安登海五岳泰山

种业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1.3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0.5天。 幼

苗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 株型紧凑，株高279�厘米，穗位高

103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18.0厘米，穗行数14－20行，穗轴

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0.4�克。 经鉴定，中抗茎腐病，中抗穗腐病，感小斑病，

感南方锈病，高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52克/升，粗

淀粉含量74.77%，粗蛋白含量10.3%，粗脂肪含量4.1%，赖氨酸含量0.33%。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统一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试验

初试平均亩产688千克，比对照增产7.7%；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570千

克，比对照增产5.7%；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29千克，比对照增产6.8%；2021

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88千克，比对照增产8.2%。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和弯孢叶斑病等病害。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

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

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

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

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

种植。

14 登海W388 国审玉20220291

泰安登海五岳泰

山种业有限公司

泰安登海五岳泰山

种业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 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2.4天， 比对照郑单郑单958早熟0.5

天。幼苗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株型紧凑，株高258厘米，穗

位高 97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19.3厘米，穗行数14－16行，

穗轴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4.5�克。 经鉴定，感茎腐病，中抗穗腐病，感小斑

病，感南方锈病，高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38克/升，

粗淀粉含量75.23%，粗蛋白含量9.60%，粗脂肪含量4.14%，赖氨酸含量0.31%。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试

验初试平均亩产716千克，比对照增产9.6%；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586

千克，比对照增产10.8%；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51千克，比对照增产10.2%；

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91千克，比对照增产8.9%。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旬至中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

治瘤黑粉病和弯孢叶斑病等病害。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

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

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

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

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

种植。

15 登海鲁西208 国审玉20220292

山东登海鲁西种

业有限公司

聊城大学农学院、山

东登海鲁西种业有

限公司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03.0天，与对照郑单958熟期相当。 幼

苗叶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浅紫色，颖壳绿色。 株型半紧凑，株高269厘米，

穗位高102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 果穗筒型，穗长17.7厘米，穗行数16－18行，

穗轴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3.7�克。 经鉴定，中抗茎腐病，感穗腐病，中抗小斑

病，感南方锈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瘤黑粉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86克/升，粗

淀粉含量73.67%，粗蛋白含量9.87%，粗脂肪含量4.08%，赖氨酸含量0.28%。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黄淮海夏玉米组。 2020年区域试

验初试平均亩产654千克，比对照增产3.2%；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产562

千克， 比对照增产7.2%；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08千克， 比对照增产5.0%；

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64千克，比对照增产5.7%。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6月上中旬，密度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治瘤

黑粉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

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

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

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

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

种植。

16 宇玉971 国审玉20220179

山东登海宇玉种

业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宇玉种业

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30.0�天，比对照先玉335晚熟1.0

天。 幼苗叶鞘紫色，花丝浅紫色，花药紫色，颖壳绿色。 株型半紧凑，株高311厘

米，穗位高114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果穗长筒型，穗长 21.1厘米，穗行数16－

18行，穗轴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7.3克。经鉴定，感大斑病，中抗茎腐病，感穗

腐病， 感灰斑病， 中抗丝黑穗病。 经测定， 籽粒容重776克/升， 粗淀粉含量

77.7%，粗蛋白含量8.7%，粗脂肪含量 4.21%，赖氨酸含量0.25%。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 2020年区

域试验初试平均亩产865千克， 比对照增产4.6%；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亩

产882千克， 比对照增产5.4%； 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874千克， 比对照增产

5.0%；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865千克，比对照增产5.2%。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春播4月下旬至5月中旬，密度4000－4500株/

亩，注意防治玉米大斑病、丝黑穗病，玉米螟和粘虫。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辽宁省东部山区和辽

北部分地区，吉林省吉林市、白城市、通化市

大部分地区，辽源市、长春市、松原市部分地

区，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内蒙古乌兰浩特

市、赤峰市、通辽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

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部分地区，河北省

张家口市坝下丘陵及河川中熟区和承德市

中南部中熟区，山西省北部大同市、朔州市

盆地区和中部及东南部丘陵区种植。

17 仓禾201 国审玉20220062

吉林登海种业有

限公司

吉林登海种业有限

公司

特征特性：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26.0�天，比对照吉单27晚熟1.0

天。幼苗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紫色，颖壳绿色。株型半紧凑，株高299厘米，

穗位高110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 果穗长筒型，穗长 20.1厘米，穗行数14－20

行，穗轴白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7.3克。经鉴定，感大斑病，中抗茎腐病，感穗腐

病，感灰斑病，感丝黑穗病。 经测定，籽粒容重758克/升，粗淀粉含量76.65%，粗

蛋白含量8.75%，粗脂肪含量 4.22%，赖氨酸含量0.24%。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 2020年

区域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95千克，比对照增产11.0%；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

亩产866�千克，比对照增产8.4%；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830.5�千克，比对照增

产9.6%；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782�千克，比对照增产6.9%。

栽培技术要点：密度4500株/亩左右，注意防治高感病害。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

类型区的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吉林省延边

州、白山市的部分地区，通化市、吉林市的东

部，内蒙古中东部的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南

部、兴安盟中北部、通辽市扎鲁特旗中部、赤

峰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前山、呼和浩特市

北部、包头市北部早熟区，河北省张家口市

坝下丘陵及河川中早熟区和承德市中南部

中早熟地区，山西省中北部大同市、朔州市、

忻州市、吕梁市、太原市、阳泉市海拔900－

1100米的丘陵地区， 宁夏南部山区海拔

1800米以下地区种植。

18 登海W1505 国审玉20220064

黑龙江登海德瑞

种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登海德瑞种

业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出苗至成熟129.8�天，比对照吉单27晚熟1.0

天。 幼苗叶鞘紫色，花丝绿色，花药浅紫色，颖壳绿色。 株型半紧凑，株高310厘

米，穗位高111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果穗长筒型，穗长 19.5厘米，穗行数14－

16行，穗轴红色，籽粒黄色，百粒重38.3克。经鉴定，中抗大斑病，中抗茎腐病，感

穗腐病， 感灰斑病， 感丝黑穗病。 经测定， 籽粒容重758克/升， 粗淀粉含量

75.21%，粗蛋白含量9.18%，粗脂肪含量3.68%，赖氨酸含量0.26%。

产量表现：参加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 2020年

区域试验初试平均亩产760千克， 比对照增产7.0%；2021年区域试验复试平均

亩产778千克，比对照增产3.9%；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768.8千克，比对照增

产5.5%；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811千克，比对照增产5.9%。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播种期4月下旬至5月上旬，密度 4500株/亩左右，注意

防治玉米螟、丝黑穗病。

审定意见：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

准，通过审定。 适宜在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

类型区的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吉林省延边

州、白山市的部分地区，通化市、吉林市的东

部，内蒙古中东部的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南

部、兴安盟中北部、通辽市扎鲁特旗中部、赤

峰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前山、呼和浩特市

北部、包头市北部早熟区，河北省张家口市

坝下丘陵及河川中早熟区和承德市中南部

中早熟地区，山西省中北部大同市、朔州市、

忻州市、吕梁市、太原市、阳泉市海拔900－

1100米的丘陵地区， 宁夏南部山区海拔

1800米以下地区种植。

公告信息详见2022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http://www.moa.gov.cn）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25号》。

玉米新品种通过国家品审会审定，将为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品种支撑。 公司将通过积极的技术服务及加强市场管理等工作，做好玉米新品种的示范推广，积

极拓展市场，提高品种市场占有率。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733� �证券简称：北汽蓝谷 公告编号：临2022-055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2022年11月份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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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2022年11月份产销快报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北京新能源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3085 905 17901 5400 231.50% 6052 2471 40316 21929 83.85%

合计 3085 905 17901 5400 231.50% 6052 2471 40316 21929 83.85%

备注：

1、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 销量中包含部分由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开发，由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销售的合作车

型。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095� � � � � � � � �证券简称：福昕软件 公告编号：2022-082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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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自2022年1月1日至

2022年11月30日期间，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9,113,086.78元，其中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9,113,086.78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0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上述获

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

理以及对公司2022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2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邓航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时间 2022年12月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第四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备案。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6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临时迁址办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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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法律责任。

为了满足建筑安全、消防、节能等规范性要求，公司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号的办公大楼将进行整体修缮，因此公司将临时迁至新址办公，现将有关信息

公告如下：

临时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00号

邮政编码：200030

临时办公地址启用时间为2022年12月4日，公司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官

方网站等其他基本信息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经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的注 册

资本由1亿元人民币增加至1.3亿元人民币， 增资前后本公司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

均保持不变。

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就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事宜修

订了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

已办理完毕，并已按有关规定向监管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866� � � � � � � � �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22-097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电子邮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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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自公告之日

起启用新的电子邮箱，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电子邮箱：sytolybread@163.com

变更后的电子邮箱：tlir@tolybread.com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前述变更

事项，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实施赎回费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基金法律文件的

规定，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2年12月5日

起至2023年3月4日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实行赎回费优惠。 具体方案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赎回费优惠方案

1、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汇安嘉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3742

汇安嘉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9771

2、赎回费优惠方案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赎回适用基金时，赎回费仅收取计入基金资产部分，适

用基金的赎回费率及计入基金资产部分的比例等信息，请参照适用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二、优惠活动时间

自2022年12月5日起至2023年3月4日对上述基金的赎回实行赎回费优惠。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56711690

2、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huianfund.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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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22-058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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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品

2022年

11月份

去年同期

单月数量

同比变动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累计数量同比变

动

生产量 3,553 3,577 -0.67% 26,021 36,509 -28.73%

其中：大型 1,377 1,636 -15.83% 9,995 14,243 -29.83%

中型 1,493 1,304 14.49% 10,503 14,561 -27.87%

轻型 683 637 7.22% 5,523 7,705 -28.32%

销售量 3,586 3,000 19.53% 25,429 35,206 -27.77%

其中：大型 1,465 1,237 18.43% 9,521 13,380 -28.84%

中型 1,420 1,194 18.93% 10,193 14,331 -28.87%

轻型 701 569 23.20% 5,715 7,495 -23.75%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