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1206� � � �证券简称：依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1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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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将及时归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3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358.34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44.6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1,051,819,

640.00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之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974,552,600.00元。上述资金于2021年5月

12日到账，并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由其出具“大信验字［2021］第1-00062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管理，并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974,552,600.00

减：截止2021年11月30日累计募投项目支出 599,281,441.30

减：手续费 417.48

减：理财账户未到期余额 295,000,000.00

加：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5,160,024.45

截至2021年11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5,430,765.67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募投项目支出599,281,441.30元，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余

额为295,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85,430,765.67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因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流动资金需求量增加，为充分保障正常生产经营，为了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银行同期一年贷

款基准利率（LPR）4.35%计算，预计最高可节约财务费用约174万元。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四）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

管理与使用工作。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之前，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建设需要，实际投资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提前

归还，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核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相关募集资

金专户。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相关审

批程序合规有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监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

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日常

流动资金的需要，有利于节约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利益。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依依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

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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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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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知已于2021年11月30日通过电话、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春杰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

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相关审

批程序合规有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监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2.议案表决结果：

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三、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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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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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1年11月30日通过电话、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高福忠先生主

持，公司全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进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将及时归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2）议案表决结果：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三、备查文件

1、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债权类项目信息

【Z32021SH1000008-2】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本项目由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截至2021年4月提起诉讼日，该债权本金69565.3万元，预计利息、罚

息及违约金合计约11534.7万元（最终债权金额需依照法院判决予以确定）。本次转让的债权包括以上贷款本

金、利息和费用及诉讼费用。

联系人：王炜 联系电话:62657272

62,608.770000 2021-12-07

【Z32021SH1000009】

宁夏建投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宁夏燕

宝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债权

宁夏建投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宁夏燕宝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债权，其他信息详见官网。

联系人：顾玲燕 联系电话:010-51918747

1,441.959094 2021-12-06

【Z32021SH1000012】

平安信托-上海鲁能JW万豪侯爵酒店财产权信托

信托受益权份额转让

本项目债权合计25亿元。

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250,000.000000 2021-12-20

【Z321SH10G0253-2】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山西潞安集

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债权

本项目债权为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原始入

账金额1366.47万元，为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设备形成。

联系人：任立中 联系电话:010-51918836

650.000000 2021-12-08

【Z32021SH1000011】

中国地方煤矿有限公司对北京市华大新技术公司

债权

本项目债权合计1,145.33万元。

联系人：董慧聪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911000768

1,145.330000 2021-12-16

【Z32021SH1000013】 福建省中正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债权

本项目债权合计8,981.964024万元，详情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茹婧 联系电话:51915386、17710191193

1,001.150000 2021-12-30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TR2021SH1000086-92】 南京红叶石化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华京路8号部分房产 82-180 2021-12-30

【GR2021SH1001664】 上海锦迪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333弄9号1003室 1,350.000000 2021-12-29

【GR2021SH10016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部分资

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部分资产 5,295.000000 2021-12-23

【GR2021SH1001622-23】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部分资产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333号7区22号1001与1008室房产 535.980-635.347 2021-12-21

【GR2021SH1001606】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739弄7号203室房产 986.130000 2021-12-10

【GR2021SH1001605】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佳尔乐商务宾馆土地使用权 1,857.000000 2021-12-16

【GR2021SH1001589-91】 中石化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四平路480弄1号部分房产 353-551万元 2021-12-15

【GR2021SH1001588】 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平安南大街30号001幢负一层、四层到十层房产 6,631.000000 2021-12-14

增资项目信息

中生天信和（无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生天信和（无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86.46619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2

经营范围：生物试剂及耗材、生物技术设备的技术开发；生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

产品、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备租赁、设备维修等。

股权结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1%，天津成舟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9.0803%，其他：详见官网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7588.766万元（不包含原股东）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基地建设和投资项目并购。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不低于1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

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各方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增资人51%股权，新增外部投资方持有增资人

10%，其他原股东合计持有增资人39%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项目涉及原股东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场外同步参与本次增资，增资价格与外部投资人同股同价。 2-3详见项

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杨莹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1-1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核同创（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核同创（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8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核投资有限公司60%，上海中核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4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1.54%至66.67%

拟新增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金1.6亿至2亿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6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拟通过增资引入的资金并结合项目进展适时进行出资实施。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符合增资条件，并与增资人及其原股东就增资协

议达成一致，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增资终结条件:�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或最终投资者与增资方未能

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持股比例合计高于33.33%，战略投资者股权占比合计为61.54%至66.67%（不含）新增单一股

东出资额不低于3000万元且不超过6000万元，持股比例不超过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新增注册资本金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归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2-4�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张彬

联系方式：1351105755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1-11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147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与测试；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运营维护；电子商务；工业自动化系统建设与服务；智

能建筑、电脑软硬件、网络设备销售；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公共安全防范工程及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的设计、施工和

维修；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机电产品、通信设备的销售及维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30%，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991.6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89%

拟新增注册资本：148.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6.7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作公司产品研发、业务拓展和项目建设等所需的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1、征集到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并经增资人确认的

新增意向投资人；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终结条件:�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

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2、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需求；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

成一致；4、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5、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1.21%，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7.93%，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

究院有限公司13.97%，新增意向投资人6.89%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李天成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1-1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3500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出版《洁净与

空调技术》；各行业、各等级建筑工程设计；工程装饰；项目管理；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计算机硬件、电子仪器仪表的开发、销

售；建筑及相关工程涉笔、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洁净与空调技术》期刊广告的设计、发布、代理业务；进出口业务等

股权结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42%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3-7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提升科技投入、加快业务拓展、探索股权投资、补充流动资金等方面。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2.�最终意向投资人与

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不低于58%，外部投资人不超过42%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次增资项目完成后，标的企业立即进行员工持股，员工持股增资完成后员工持股比例

不高于15%。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369158021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2-2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1-072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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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于同日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

的终止协议。本问询函回复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终止的事实造成影响。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鉴于《问询函》中涉

及的相关事项仍待进一步确认，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延期回复了《问询函》，具体参见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

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公司现对《问询函》回复如下：

收到《问询函》后，本次交易双方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与本次交易方案相关的

问询进行了逐项研究推进，对《问询函》中非与本次交易方案相关，涉及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推荐董事对本次交易意见的问询，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结合方案的逐步细化，

持续就交易方案、整合思路、未来发展设想等与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推荐董事通过书

面和面对面的形式进行沟通，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推荐董事尚在对本次交易进行论证

研究。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涉及环节较多，且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本

次交易的市场环境变化影响， 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风险。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交易双方共同决

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于同日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

的终止协议。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综上所述，在《问询函》回复工作推进的过程中，交易双方终止了本次重组，公司特作出

如上情况说明。

公司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

关注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1-069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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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

（朝阳公园西2门）众信旅游大厦二层大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冯滨先生召集，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免除本次董事会的提前通知时间。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应到会董事8人，实际到会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冯滨先生主持，公司的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三、《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进行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股票代码：002707�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1-070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

（朝阳公园西2门） 众信旅游大厦二层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长苏杰先生召集并主

持，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免除本次监事会的提前通知时间。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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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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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众信旅游” )于2021年12月

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凯

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决定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旅业” ）通过向众信旅

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凯撒旅业拟通过向众信旅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并募集

配套资金。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众信转债” 自2021年6月15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21

年6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对

外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于2021年6月29日开市起复牌。2021年7月29日、8

月28日、9月29日、10月28日、11月27日，公司按规定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具体

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051、055、063、067）。

二、本公司筹划及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开展的主要工作

在筹划及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及监事

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对交易双方开展了尽职调查、审

计、估值等工作；交易双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了多次沟通、磋商与论证。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后，本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30日就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最近进展情况予以公告，并充分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

本次交易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均积极推进相关工作。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

取吸收合并的方式，涉及环节较多，且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本次交易的市场环境变化影响，继

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风险。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经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交易双方共同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与凯撒旅业签署了《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终

止，交易双方不再继续推进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交易双方于2021年6月签署的《合作意向

协议》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交易双方不再享有《合作意向协议》项下的权利，亦无须履

行《合作意向协议》项下的义务；交易双方于2021年6月签署的《换股吸收合并协议》自始不

生效；交易双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等相关方就本次吸收合并以书面或口头

作出的承诺或达成的约定等均自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终止协议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成立， 并自交易双方董事会均分别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五、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本公司在充分考虑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下作出的

决定，不会对本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当前，在“国内大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公司将进一步紧抓中国旅游行业迭代新机遇，持

续深耕国内旅游市场，加深国内游、省内游和周边游市场的开拓力度，潜心专注打造精品高端

旅游产品，为疫后旅游市场的恢复持续蓄能赋能，为更好地满足我国游客不断迭代升级的出

游需求而奋斗。同时，公司也将利用资本市场的多渠道融资方式募集资金，积极推进公司的后

续发展，力争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六、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相关的公司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本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七、其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之终止协

议》。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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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1SH1000338】 兰州华升置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净资产：详见项目官网，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建筑材料

批发零售，室内外装潢服务。

联系人：董慧聪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911000768

2,562.720000 2021-12-31

【G32021SH1000559】 海门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0%股权

总资产：25,048.98万元，净资产：12,628.84万元，注册资本：6,615.51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热电及其附属产品；

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2,526.110000 2021-12-30

【G32021SH1000556】 上海中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16%股权

总资产、净资产详见项目官网，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及相应的工程咨询和装饰设计，基建、管

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78.560000 2021-12-30

【G32021SH1000555】 六所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

总资产：详见项目官网，净资产：2,098.26万元，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委托加工电子产品；工程和技术

研究与实验发展；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经国家密码管理机

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开发、生产等。

联系人：闵尚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839.304000 2021-12-30

【G32021SH1000557】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11.25%股权

总资产：419,897.92万元，净资产：135,978.76万元，注册资本：80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锂离子电池；经营本企业

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等。

联系人：肖敏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43

15,297.610500 2021-12-30

【G32021SH1000558】 浙江中广瑞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

总资产：1,312.28万元，净资产：844.23万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背板、支架、浮

箱的技术研发及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等。

联系人：关艳红 联系电话:020-83627427、13556142868

169.000000 2021-12-30

【G32021SH1000554】 上海航天壹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3.59%股权

总资产：24,803.88万元，净资产：19,942.27万元，注册资本：11,164.278万元，经营范围：智能科技、自动化科技、计

算机软件科技、机械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等，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杨莹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

6,698.608493 2021-12-30

【G32021SH1000314】

上海华源润天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公司1167万元债权

总资产、净资产详见项目官网，注册资本：1018万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交流、转让、推广；贸易代理；通用仓

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系统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1,367.000000 2021-12-30

【G32021SH1000560】 陕西国华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4.5%股权

总资产、净资产详见项目官网，注册资本：227800万元，经营范围：电力、煤矿建设、经营管理；火力发电；煤炭开

采、生产、销售。

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209,694.047850 2021-12-30

【G32021SH1000552】 华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

总资产、净资产详见项目官网，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交流、转让、推广；贸易代理；通用仓

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系统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1-12-30

【G32021SH1000394】 深圳新科特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33,496.62万元，净资产：2,463.98万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承担各类建筑(�包括车、船、飞机 )

的室内外装饰工程的施工；空调安装工程；承担建筑装饰甲级设计范围的建筑装饰设计任务等。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2,470.000000 2021-12-30

【G32021SH1000440】

乌鲁木齐物捷通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605.651937万元债权

总资产：1,342.57万元，净资产：718.53万元，注册资本：460万元，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

式容器）；销售：建材、工矿产品、机械设备、钢材、轮胎、环保设备、化工产品、水泥制品、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机

电产品；仓储服务；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物流信息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电子商务服务。

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电话:010-51915379、15110245672

1,324.182468 2021-12-29

【G32021SH1000549】

孝感三江红峰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47.732%

股权

总资产：1,465.78万元，净资产：416.60万元，注册资本：560万元，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开发、制造、销售及机电工程

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及配件来料来样加工生产及技术服务；机电产品、五金、化工商品销售；按资质证书从事货

物进出口及货物进出口代理；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兼零售；普通货运等。

联系人：杨莹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

198.860000 2021-12-29

【G32021SH1000551】 合肥微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8.7629%股权

总资产：7,920.91万元，净资产：5,481.76万元，注册资本：2600万元，经营范围：石墨烯薄膜、粉剂、制品及配件、原

辅材料、新型碳材料以及其它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成果转让及销售等，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杨莹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

2,998.180000 2021-12-29

【G32021SH1000381】 黑龙江中煤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

总资产：2,897.49万元，净资产：1,481.89万元，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城镇燃气经营、代居民收水电费及

其他费用。

联系人：董慧聪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911000768

851.060000 2021-12-29

【G32021SH1000547】 福州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

总资产：9,557.36万元，净资产：2,504.39万元，注册资本：2050万元，经营范围：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销售、制

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等，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41

1,227.151100 2021-12-29

【G32021SH1000550】

矿劲地产（苏州）有限公司45%股权及

101894.491281万元债权

总资产：227,037.01万元，净资产：604.81万元，注册资本：12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

工；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物业管理。

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电话:010-51915379、15110245672

102,166.655781 2021-12-29

【G32021SH1000531】 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5.85%股权

总资产：72,714.46万元，净资产：58,436.29万元，注册资本：80,177.8248万元，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

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8838、18610806302

3,418.522965 2021-12-24

【G32021SH1000528】 迪爱斯(辽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2%股权

总资产：18,579.66万元，净资产：2,178.38万元，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外辅设备技术开

发、咨询、服务、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与服务等.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435.600000 2021-12-24

【G32021SH1000536】

贵州中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730万股股份（占

总股本1.18%）

总资产：3,309.26万元，净资产：3,309.26万元，注册资本：232,199.9564万元，经营范围：火电项目和中小型水电项

目的开发、建设、安装、生产、经营；电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非金融性投资管理及咨询；电能购售；酒店经营等。

联系人：关艳红 联系电话:020-83627427、13556142868

3,309.264332 2021-12-24

【G32021SH1000532】

浙江省众兴百货股份有限公司2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5.5556%）

总资产：261.18万元，净资产：261.18万元，注册资本：3600万元，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服装、劳保用品、家用

电器、办公用品、家俱、仪器仪表、五金配件、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

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电话:010-51915379、15110245672

261.180000 2021-12-24

【G32021SH1000471】

珠海远光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企业2133.477822万元债权

总资产：2,744.57万元，净资产：1,168.04万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互联网相关服务，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服务等

联系人：王丹 联系电话:010-51918742、13801268757

3,301.517822 2021-12-24

【G32021SH1000526】

重庆航天新世纪卫星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6.94%股权

总资产：14,000.55万元，净资产：3,202.46万元，注册资本：6900万元，经营范围：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通信设备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等

联系人：杨莹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

223.000000 2021-12-23

【G32021SH1000441】 鞍山安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51%股权

总资产：9,040.47万元，净资产：1,720.14万元，注册资本：600万元，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建筑设备及周转

材料租赁；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劳动力外包。

联系人：王凌智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66

982.494600 2021-12-23

【G32021SH1000396】 江西新干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2,148.10万元，净资产：1,376.45万元，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矿渣微粉及制品的研

发、制造、销售，三废资源综合利用。

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电话:010-51915379、15110245672

1,426.450000 2021-12-23

【G32021SH1000342】 嘉善喜发石油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2,926.12万元，净资产：2,894.66万元，注册资本：2490万元，经营范围：柴油、食品、酒类、卷烟、雪茄烟零

售；燃料油、润滑油销售。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2,894.660000 2021-12-22

【G32021SH1000333】 上海邮通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1,565.54万元，净资产：1,128.80万元，注册资本：2100万元，经营范围：通信设备及其外围设备的试制、产

销；通信、计算机专业领域的四技服务及新产品研制、试销；通信设备安装、开通、修理、出租、批发、零售、代购代

销；通信管线工程施工；会议服务；普通货物运输等。

联系人：茹婧 联系电话:51915386、17710191193

1,128.800000 2021-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