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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28�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0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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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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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2号中国电信博物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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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740,151,84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5,736,353,9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003,79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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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1998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1.83740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8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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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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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1人，监事韩芳女士、张建斌先生、徐世光先生、汪一兵女士因另

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执行副总裁、董事候选人夏冰先生，公司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董

事候选人李英辉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嘉宁先生、陈东琪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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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65,733,801,466 99.996117 2,552,400 0.003883 100 0.000000

H股 3,003,693,883 99.996538 102,000 0.003395 2,000 0.000067

普通股合计： 68,737,495,349 99.996135 2,654,400 0.003862 2,100 0.000003

2、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3年度关联交

易金额上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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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33,943,666 99.996333 2,410,200 0.003667 100 0.000000

H股 2,980,035,883 99.208935 102,000 0.003395 23,660,000 0.787670

普通股合

计：

68,713,979,549 99.961926 2,512,200 0.003654 23,660,100 0.03442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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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关于增补夏冰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68,559,846,988 99.737701 是

3.02

关于增补李英辉先生为公

司董事的议案

68,559,959,485 99.737864 是

4、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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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关于增补吴嘉宁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68,603,616,854 99.801375 是

4.02

关于增补陈东琪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68,603,504,353 99.801212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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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757,515,439 99.854977 2,552,400 0.145017 100 0.000006

2

关于与中国铁塔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关

联交易协议及预计

2023年度关联交易

金额上限的议案

1,757,657,639 99.863056 2,410,200 0.136938 100 0.000006

3.01

关于增补夏冰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623,863,645 92.261418

3.02

关于增补李英辉先

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1,623,976,142 92.267810

4.01

关于增补吴嘉宁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1,624,044,944 92.271719

4.02

关于增补陈东琪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1,623,932,443 92.2653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4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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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双娟、徐启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资格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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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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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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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0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无偿划转暨控股

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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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情况概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本行控股股东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简称“中信有限” ）通知，中信有限将向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简称“中信金控” ）无偿划转其持有的本行A股股份28,938,928,294股和

H股股份2,468,064,479股， 合计31,406,992,773股股份， 占本行总股本的

64.18%（简称“本次股份无偿划转” ），并已于2022年6月22日与中信金控分别签

署了关于无偿划转本行A股股份、H股股份的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

成后，本行控股股东将由中信有限变更为中信金控，本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

2022年11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 ）出具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信银行股权变更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

﹝2022﹞794号）， 同意中信有限向中信金控无偿划转中信有限持有的本行31,

406,992,773股股份。

本行已分别于2022年6月23日和2022年11月8日发布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摘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变更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公告》《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信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收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意见书》 等相关公告，

并于2022年12月8日发布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无偿划转暨控股股

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股份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在收购报告

书公告后30日内仍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作出公告，说明理由；在

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期间，应当每隔30日公告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涉及的其他监管机构审批事项正在推

进中，尚未完成股份过户。

本行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项的进展，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2023-001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

分股份解除冻结并办理质押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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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矿集团” ）持有

公司股份725,512,6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45%。

●西矿集团向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质押123,723,751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17.05%，占公司总股本的5.19%。

●本次质押后， 西矿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61,723,75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8%，占西矿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36.07%。

一、股份解除冻结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冻结的公告》（详见临时公告

2022-047号），公司控股股东西矿集团持有的公司123,723,751股股份被冻结，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的17.05%，占公司总股本的5.19%。

公司于2023年1月6日获悉西矿集团所持本公司123,723,751股股份已解除司法冻结，具

体如下：

股东名称 西矿集团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 123,723,751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0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19%

解除冻结时间 2023/1/6

持股数量 725,512,639股

持股比例 30.45%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二、股份质押情况

上述股份解除冻结后， 西矿集团将其持有的123,723,751股股份为质权人申请办理了质

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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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西矿集团 是 123,723,751 否 否 2023/1/5 2023/12/19

国新建源

股权投资

基金（成

都）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17.05% 5.19% 担保

合计 / 123,723,751 / / / / / 17.05% 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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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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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矿集

团

725,512,639 30.45% 138,000,000 261,723,751 36.07% 10.98% 0 0 0 0

合计 725,512,639 30.45% 138,000,000 261,723,751 36.07% 10.98% 0 0 0 0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0223�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商发展 编号：临2023-001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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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含公司各级

控股公司（含全资公司，下同）、参股公司（按所持股比例担保）。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22年担保预计额度60亿元。截止本披露日，对控股公司和参

股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321,830万元（含控股公司之间的担保），占上市公司2021年末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68.08%。

●担保金额：自前次担保进展披露日至本披露日新增担保发生额1,000万元，担保到期额8,

160万元，担保净减少额7,160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新增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公司、参股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

为0万元，担保到期额8,000万元，担保净减少额8,000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担保预计额度人民币60亿元（不包含公司及下

属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担保以及单独已履行相关程序的担保）， 为各级控股公司提供

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各级控股公司提

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各级控股公司提供新

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为各级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同比例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0亿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2022-008）、《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担保预计额度

的公告》（临2022-013）及《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2-022）。

二、前次担保进展披露日至本披露日新增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全资公司/控股公司 被担保主体 担保主体 金融机构 担保方式 新增担保金额

全资公司

山东鲁商银座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中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00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担保预计额度

的公告》（临2022-013）。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自前次担保进展披露日至本披露日公司对参股公司无新增担保的情况。

三、截止本披露日，公司2022年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额度类型 预计担保额度

已使用担保额度（发

生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400,000 88,322 311,678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100,000 4,000 96,000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00,000 9,577 90,423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山东鲁商银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公司拥有其控制权，其经营状况

良好。 且上述担保有利于该公司融资的顺利开展，保证其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符合上市公

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披露日，对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321,830万元（含控股公司之间

的担保），占上市公司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68.08%，在股东大会预计

额度范围内，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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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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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1月5日在公司新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

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董事长孙爱保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古越龙山绍兴酒发展基金的议案》；

为进一步深耕和传播绍兴黄酒的品牌文化，提高黄酒产业在全国及全球的影响力，公司拟

与杭州大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头投资” ）开展合作，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

开展产业投资。

1.基金规模：3000万元，公司作为发起人，设立“古越龙山绍兴酒发展基金” ，作为基石和

产业投资方，负责向基金出资人民币2900万元，占基金规模96.6667%；大头投资作为基金管理

人（GP），出资100万元，占基金规模3.3333%。

2.基金投资方向：以围绕古越龙山的黄酒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以基金整体风险控制和收

益平衡为原则，投资黄酒产业上下游及衍生周边，以及其他大消费相关项目。 其中黄酒产业相

关的投资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60%。

3.基金存续期：5+2年，管理期5年（即投资期3年，退出期2年），延长期2年。

4.基金的投资退出：项目退出的主要方式拟包括：被投资标的IPO、并购、转让、回购退出

等。

基金设立的相关事宜具体以后续的《有限合伙协议》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基金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伙协议、 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

系列后续事宜。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临2023-003《古越龙山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成立投资基金的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绍兴市人民政府文件，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柏宏、吕旦霖、李维萍为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另因工作调整，聘任李维萍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 （附个人简历）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临2023-002《古越龙山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七日

附个人简历：

柏宏先生：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党委办公室宣传干事，古越龙

山生物制品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营销部部长，黄酒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本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黄酒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

委员，本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柏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现象。

吕旦霖女士：1981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新昌县镜岭镇政府党政办干部、团委

书记，新昌县委组织部县效能办干部（借用），新昌县政府办公室外事科干部、副科长、科长，新

昌县级机关团工委书记(兼)，共青团新昌县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新昌县梅渚镇党委副书记（挂

职），新昌县梅渚镇党委副书记，新昌县小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新昌县小将镇党委书记，绍

兴市人力社保局人才综合处处长，黄酒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党委委员，本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吕旦霖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李维萍女士：1969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本公司玻璃瓶厂技术员、助理工程

师，工程部工程师，人力资源部培训中心主任、副部长，黄酒集团资产管理部部长、董事会秘书、

企业管理部部长（兼）、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李维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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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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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因工作调整，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古越龙山” ）董事

会同意吴晓钧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务，并于2023年1月5日收到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辞职后，吴晓钧先生仍将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对吴晓钧先生在担任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期间为公司所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绍兴市人民政府文件，依据《公司章程》，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柏宏先生、吕旦霖女士、李维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另因工

作调整，聘任李维萍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附个

人简历）。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聘任柏宏先生、吕旦霖女士、李维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及聘

任李维萍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提名、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审阅柏宏先生、吕旦霖女士、李维萍女士的履历及相关资料，其任职资格符合我

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与行使职权相适应的履职能力和条件。 同

意董事会聘任柏宏先生、吕旦霖女士、李维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维萍女士为公司总

会计师。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附个人简历：

柏宏先生：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党委办公室宣传干事，古越龙

山生物制品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营销部部长，黄酒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本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黄酒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

委员，本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柏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现象。

吕旦霖女士：1981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新昌县镜岭镇政府党政办干部、团委

书记，新昌县委组织部县效能办干部（借用），新昌县政府办公室外事科干部、副科长、科长，新

昌县级机关团工委书记(兼)，共青团新昌县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新昌县梅渚镇党委副书记（挂

职），新昌县梅渚镇党委副书记，新昌县小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新昌县小将镇党委书记，绍

兴市人力社保局人才综合处处长，黄酒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党委委员，本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吕旦霖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李维萍女士：1969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本公司玻璃瓶厂技术员、助理工程

师，工程部工程师，人力资源部培训中心主任、副部长，黄酒集团资产管理部部长、董事会秘书、

企业管理部部长（兼）、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李维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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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成立

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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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古越龙山绍兴酒发展基金。

投资金额：3000万元， 公司作为发起人， 负责向基金出资人民币2900万元， 占基金规模

96.6667%。

特别风险提示:

1.基金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在具体实施投资过程中投资周期较长、流

动性较低，将受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及投资项目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

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3.设立的基金本身存在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及技术风险等其

他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深耕和传播绍兴黄酒的品牌文化，提高黄酒产业在全国及全球的影响力，浙江古

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古越龙山绍兴酒发展基金的议案》， 拟与杭州大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头投资” ）开展合作，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开展产业投资。

基金规模3000万元， 公司作为发起人， 负责向基金出资人民币2900万元， 占基金规模

96.6667%；大头投资作为基金管理人（GP），出资100万元，占基金规模3.3333%。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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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参与该基金份额认购或在该基金中任职的情形。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基金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伙协议、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系列后续事宜。

二、合作方及基金管理人大头投资基本情况

（一）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杭州大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76.4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3525110072

法定代表人：姚臻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杭州市葛岭路5号东楼内辅楼

成立日期：2015-09-08

营业期限：2015-09-08�至 2035-09-07

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备案编码：P1025400。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比例 认缴金额（万元）

1 曹国熊 46.75% 550.00

2 吴晓波 38.25% 450.00

3 姚臻 15.00% 176.47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类型 2021年（未经审计） 2022年（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80.32 12,289.84

负债总额 4,443.91 1,031.36

净资产 11,136.41 11,258.48

营业收入 3,188.98 2,669.23

净利润 1,165.31 1,047.07

三、古越龙山绍兴酒发展基金基本情况

（一）合作目标和方向

围绕黄酒产业和业务拓展为根本，设立基金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

1.引入创业者和团队，以投资形式孵化和培育黄酒产业下游渠道和营销公司；

2.投资成长期的酒类衍生产业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创新原料技术开发和利用、新品牌公

司、mcn机构、新零售渠道零售商等；

3.基于产业互联网、数据化、跨界人才，投资早期的创业者和新兴赛道项目。

（二）基金规模及合作方案

1.基金规模：3000万元。

2.基金出资比例：

（1）发起方：古越龙山作为发起人，设立“古越龙山绍兴酒发展基金” ，作为基石和产业投

资方，负责向基金出资人民币2900万元，占基金规模96.6667%；

（2）基金管理人：大头投资作为GP，出资100万元，占基金规模3.3333%；

3.基金受托管理人：大头投资作为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管理人，受托管理古越龙山绍兴酒发

展基金。

4.基金的投资决策:

（1）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其中，古越龙山推荐1名，

大头投资推荐2名。

（2）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由GP公司总经理担任。

（3）基金投资决策表决制度：投资决策程序采用投票制，一人一票，所有项目决策需要2人

及以上通过，其中古越龙山拥有一票否决权。

5.基金存续期：5+2年，管理期5年（即投资期3年，退出期2年），延长期2年。

6.基金的投资方向：以围绕古越龙山的黄酒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以基金整体风险控制和

收益平衡为原则，投资黄酒产业上下游及衍生周边，以及其他大消费相关项目。 其中黄酒产业

相关的投资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60%。

7.基金的投资退出：项目退出的主要方式拟包括：被投资标的IPO、并购、转让、回购退出

等。

基金设立的相关事宜具体以后续的《有限合伙协议》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基于扩大黄酒文化、产业、品牌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带动地方经济和

产业发展的根本目标，盘活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 同时基于产业和公

司战略，进一步加大对下游渠道拓展、用户开拓和运营，以及黄酒产业的衍生品开发和品牌孵

化。

本次设立基金事项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在具体实施投资过程中投资周

期较长、流动性较低，将受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及投资项目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

响，可能存在项目退出、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设立的基金本身存在管理风险、信用风险、

操作及技术风险等其他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

低投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未正式签署合伙协议， 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 � � �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3-001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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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

（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控股子公司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大生水）、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2.6亿元，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远大物产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本金不超过1亿元。

2、远大生水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本金不超过6,000万元。

3、远大能化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本金不超过1亿元。

公司于2022年12�月 9日、12月26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十三次

会议、2022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额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2年12月10日、12月27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2022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2023年度已审

议担保预计额

度）

本次担保前

2023年度已用

担保额度

本次使用2023

年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

2023年度可用

担保额度

以前年度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7.82 0 1 26.82 18.42 19.42

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 5.1 0 0.6 4.5 4.496 5.096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9 0 1 18 26.146 27.146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注册地点为宁波大榭开发区金莹商住2号楼

营业房102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

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

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

物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

售；纸浆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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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远大物产注册资本

为9亿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2021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7,893,602万元， 利润总额42,641万

元， 净利润33,844万元；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649,824万元， 负债总额412,

073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3,411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392,941万元）， 净资产

237,751万元，或有事项42,632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

大物产2022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5,854,457万元，利润总额20,678万元，净利润

13,799万元；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669,780万元，负债总额452,137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26,27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46,243万元），净资产217,643万元，或有

事项34,184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远大生水成立于2012年1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

号18-6，法定代表人为许斌。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橡胶制品销售；

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

及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饲料原料销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再生资源销售；货物进出口；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远大生水注册资本为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90%股权，许斌持有其10%股权。

远大生水2021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1,992,828万元， 利润总额10,254万

元，净利润7,687万元；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5,634万元，负债总额25,541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4,846万元），净资产60,093万元，无

或有事项。 远大生水2022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427,785万元， 利润总额5,082万

元，净利润3,812万元；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81,243万元，负债总额22,338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额20,785.84万元），净资产58,905万元，无或

有事项。

远大生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

滨海南路111号西楼1309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成品油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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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

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

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

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械设备

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远大物产持

有其70%股权，许朝阳持有其23%股权，蔡华杰持有其6.5%股权，朱利芳持有其0.5%

股权。

远大能化2021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670,955万元， 利润总额18,195万

元，净利润13,554万元；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69,967万元，负债总额129,96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91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3,798万元），净资产40,007

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2022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3,424,955万元，利润总额

25,516万元，净利润19,145万元；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210,602万元，负债总额

161,05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1,050万元），净资

产49,552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

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

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

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4、金额

4.1公司为远大物产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余额最高额为1亿元。

4.2�公司为远大生水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余额最高额为6,000万元。

4.3�公司为远大能化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余额最高额为1亿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以支持其

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

及股东利益。 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 公司作为控股股

东，对其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远大能化、远大生

水的少数股东分别以其持有的远大能化、远大生水的少数股权为担保提供相应的反

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978,230.92万元（其中：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741,863.00万元，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余额

236,367.92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39.57%。

上述担保数据中，银行授信类担保额度为824,638.00万元（截至三季度报告期

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373,434.00万元），申请期货交割库类担保额度为135,000万

元,其他担保18,392.92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298�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23-001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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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经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2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累计收到的各类政府补助金额159,548,621.83元。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收到的各类政府补助金额260,532,988.82元，其中收到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金额233,989,788.82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7.88%，收到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26,543,200.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9%。

现将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2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50万元

及以上明细单列，50万元以下合并计入“零星补助” ）明细公告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内容

收到时间 补助金额

与资产或收益相

关

会计

科目

收款

单位

文件依据

1 出口补贴 2022.10.05 34,875,283.23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埃及公司 文件P5-NO:137

2

重点研发计划

经费

2022.10.14 7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组织实施协议

3

重点研发计划

经费

2022.11.01 1,546,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滨州公司 滨科规字〔2022〕13号

4 企业补助 2022.11.17 4,798,1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铁岭公司

绿色制造项目

合同书

5 产业扶持资金 2022.12.05 5,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宜昌公司

产业扶持资金

通知

6

高质量发展专

项

资金

2022.12.13 3,800,0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

收益

酶制剂

公司

宜市财工发〔2022〕42号

7

外经贸发展资

金

2022.12.15 51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鄂财产发〔2022〕87号

8

挖潜改造扶持

资金

2022.12.15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柳州公司

柳城科工贸报〔2022〕28

号

9

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

2022.12.19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纽特公司 鄂科技发资〔2022〕 33号

10 领军人才补助 2022.12.21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滨州公司

鲁委人组办发〔2022〕22

号

11

支对企业补助

款

2022.12.23 2,4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宜市财环发〔2022〕14号

12

高质量发展专

项

资金

2022.12.23 4,600,0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

收益

宏裕包材

鄂经信规划函〔2022〕

234号

13 企业扶持资金 2022.12.27 9,643,213.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赤峰公司 赤农开发〔2022〕110号

14

中央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

2022.12.29 3,337,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鄂财产发〔2022〕68号

15

造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

2022.12.29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鄂财产发〔2022〕117号

16 贷款贴息补助 2022.12.29 2,808,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赤峰公司 赤财指金〔2022〕770号

17

中央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

2022.12.29 619,9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崇左公司 桂商财发〔2022〕15号

18 项目扶持资金 2022.12.30 2,7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宜市财工发〔2022〕53号

19 财政扶持资金 2022.12.30 36,58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鄂安司文〔2022〕16号

20 财政扶持资金 2022.12.30 29,41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鄂安司文〔2022〕16号

21 财政扶持资金 2022.12.30 9,0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鄂安司文〔2022〕16号

22

服务业发展引

导

资金

2022.12.30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文件

23 零星补助汇总

2022年10月-12

月

4,611,628.19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收益

公司及子公司 --

24 零星补助汇总

2022年10月-12

月

59,497.41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子公司 --

合计 159,548,621.83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补助已陆续到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

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与收益相关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51,148,621.83元（其

中计入其他收益151,089,124.42元，计入营业外收入59,497.41�元）。 与资产相关的确认为递

延收益的政府补助8,400,000.00元，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相关资产的预计使用期

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2022年业绩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

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3-001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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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

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的通知，获悉盛屯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127万股股份划至质押专用证券账户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用于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换股事宜并对其本息偿付进行担保。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盛屯集团 是 1,270,000 1.43% 0.14% 否 是

2023年1月

5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国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可交换债

券持有人

交换股份

和为可交

换债券的

本息偿付

提供担保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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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盛屯集团 88,964,505 9.76% 67,747,892 76.15% 7.43% 3,629,458 5.36% 0 0%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

易有限公司

54,282,267 5.95% 27,140,000 50.00% 2.98% 27,140,000 100% 27,142,267 100%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

技有限公司

36,188,178 3.97% 0 0% 0% 0 0% 36,188,178 100%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4,125,452 2.65% 11,350,000 47.05% 1.24% 11,350,000 100% 12,775,452 100%

姚娟英 18,000,000 1.97% 11,200,000 62.22% 1.23% 0 0% 0 0%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

限公司

8,586,525 0.94% 8,586,525 100% 0.94% 8,586,525 100% 0 0%

姚雄杰 7,981,635 0.88%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稀有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7,784,711 0.85% 0 0% 0% 0 0% 0 0%

合计 245,913,273 26.97% 126,024,417 51.25% 13.82% 50,705,983 40.24% 76,105,897 63.48%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400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76%，占公司总股本的2.63%，对应融资余额为36,000万元；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117.9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28.94%，占公司总股本的7.81%，对应融资余额为133,5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均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

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产生影

响。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