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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4� � � �证券简称：声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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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1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9)，定于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下午3:00

在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支持实体经济

若干措施的通知》，为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

合法权益，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调整，现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减少

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公司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现场会议召开方式调整为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基于北京市海淀区疫情防控居家办公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调整为以

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0日）下午3:00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可选择通讯方式参会。通

过通讯方式参会的股东及有关参会人员，均视同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请拟以通讯方式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2022年5月25日下午5:30前向公司发送电子邮

件（ir@telesound.com.cn）进行参会登记，登记所需资料或文件与现场股东大会的要求一致。公

司将向成功登记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会议接入信息， 未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会， 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

除上述内容外， 公司2022年5月11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2-039)所列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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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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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0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原计划于2022年5月30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郭守敬路498号16号楼2楼大会议室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上海市目前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特殊防控时期， 为积极配合上海市疫情防

控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最新要求，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

做出如下提示：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

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会议方式

根据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会议召开地点设

置会议现场，现场会议召开方式调整为通讯方式召开，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5月2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可选择通讯

方式参会。

拟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在2022年5月26日下午18:00前向公司发送电

子邮件（邮箱地址：ir@holly-wave.com）进行参会登记，登记所需资料或文件与现场召开股

东大会的要求一致。公司将向完成登记参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接入信息，请获取

接入信息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勿向他人分享该信息。未在前述要求的登记时间前确认参会的

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

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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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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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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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东绪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6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0 0 0.0000%

网络参会

26 33,087,483 1.5053%

合计

26 33,087,483 1.5053%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839,00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84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市京轩律师事

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3,599,00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9932%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063%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3,599,00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9932%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063%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3,599,00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9932%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063%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3,599,00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9932%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063%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法定盈余公积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3,599,00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9932%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063%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2,847,4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747%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2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3,599,00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9932%

反对股数（股）

239,9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063%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增资参股公司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总经理刁秀强先生因同时兼任誉衡生物董事长职务，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截

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刁秀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0,936股，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1,328,7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4.6847%

反对股数（股）

1,758,609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5.315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股数（股）

22,080,29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2.6226%

反对股数（股）

1,758,609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7.3770%

弃权股数（股）

1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6日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按有关规定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43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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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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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3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8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四区汉威国际广场6号楼3层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 代表股份64,807,3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13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9,926,0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0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4,881,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2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 代表股份4,881,3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2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4,881,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24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邀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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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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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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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财务决算与2022年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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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52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98％；反对28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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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552％；反对28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4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威宇医疗2021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38％；反对115,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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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38％；反对115,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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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393％；反对359,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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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393％；反对359,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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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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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8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7％；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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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31％；反对12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1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答邦彪、毛爱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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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产品“联合装备2号债权” 债务人延期回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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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内蒙古联合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产品“联合装备2号债权” 之回购义务人）、国能石油天然气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产品“联合装备2号债权” 之保证人）、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为公司投资产品“联合装备2号债权” 之动产抵押担保人）分别出具的《展期说明函》，

称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将延期一年履行对将于5月23日回购义务到期的“联合装备2

号债权”产品的回购义务，国能石油天然气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担保期限因此顺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的基本情况

1.“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的交易情况

“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系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包头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

债权转让产品，债权转让方（亦为回购义务人）为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转让债权债

务人为北京国机重机装备有限公司，国能石油天然气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对回购义务人及债

务人履行在该产品项下的回购与清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对回购义务人及债务人履行在该产品项下的回购与清偿义务提供设备抵押担保，并在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

该产品服务机构为湖州鲸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交易机构为包头产权交易

中心，资金监管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2021年9月1日，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购买了“联合装备2号债权” 中

的部分债权， 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诺在2022年5月23日按照年化收益率9%的标准

向公司回购挂牌转让的债权。

同日，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联合装备2号债权” 中的部分债

权， 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诺在2022年8月10日按照年化收益率9.4%的标准向公司

回购。

对于投资“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公司与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湖州鲸旭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债权转让与回购合同，与国能石油天然气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服务机构湖州鲸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签订了资金监管框架协议、与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了设备抵押合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北京国机重机装备有限公

司书面确认了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对其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

2022年5月20日，服务机构湖州鲸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出具意见书，

称其认为：公司投资的“联合装备2号债权转让” 产品不存在投资回收风险，延期回购能确保

“联合装备2号债权转让” 产品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顺利、快速建成，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公司

收回投资本金与收益， 其并确认将全力的支持与协助公司对项目最新进展的跟进与了解，切

实履行服务机构的职责。

2.“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筹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诺，“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内蒙

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化工（煤制天然气）项目。服务机构、资金监管银行对此承担监管

责任，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因此对“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承担了设备抵押担保责

任。

煤制天然气作为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替代和补充，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的政策背

景下，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天然气是我国未来10年着力打造的主体能源品种之一，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与《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天然气占一次性消费能源消费比

重在2030年提升至15%。 目前我国天然气占能源消费实际比重不足9%， 距离世界平均水平

23.4%有较大差距。天然气行业未来10年的发展空间巨大。

据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湖州鲸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介绍，目前辉

腾煤化工项目整体进展达到95%，现已接近完工，未完工部分为收尾工程和生产辅助单元的安

装和调试。具体进展如下：主要土建和安装基本完成；电厂、气化、空分、供煤、供水等主要生产

单元已基本完成了建设并进入调试阶段；辅助生产单元如污水处理、污水零排放、储煤棚、电

气仪表安装等也已接近完工。2021年LNG的平均价格达到5300元/吨，2022年一季度均价创造

了同期历史新高。据此测算，辉腾煤化工项目投产达效后，月净利润将超过1亿元。

二．《展期说明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产品“联合装备2

号债权”的回购义务人）、国能石油天然气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产品“联合装备

2号债权” 保证人）、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产品“联合装备2号债权”

之动产抵押担保人）分别出具的《展期说明函》，三份展期说明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所融资金用于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煤化工项目建设。

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的以及铁、水泥、铜、铝、橡胶（主要影响电缆价格）等原材料价格大

幅上涨，给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使得辉腾煤化工项目建设工

期延长、成本大幅增加，由此带来建设资金需求超出预算，原定的资金计划被打破，从而导致

目前项目尚未投产。

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快速建成，早日实现盈利，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已将能够

调配的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考虑到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投产后的现金流情况，内蒙古联

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决定将2022年5月23日到期的“联合装备2号债权” 的回购期限展期一年

至2023年5月23日，在此期间，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仍会按之前合同约定的9.0%年化

收益率为公司计算收益，直至产品结束，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希望能够得到公司的

理解与支持，与其签订展期合同。“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保证人、质押担保人同意在回购期

限展期后继续履行保证合同、质押合同，承担担保责任。

三．公司购买“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的批准与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总经理

2021年度对外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购买固定收益类产品、非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资产等。

公司购买“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及签署相关合同，由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上述决议

决策。

四．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已要求“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相关方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

2.公司将对“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及相关主体开展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

的风险评估。

3.在调查与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公司将及时采取后续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协商、诉讼等），

向转让方（回购方）、转让债权的债务人、担保人、服务机构依法主张权利，以维护公司的合法

权益，尽力避免给公司造成损失。

五．“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联合装备2号债权” 产品的现状，基于谨慎性原则，认为公司投资“联合装备2

号债权”产品的风险可控，预计对公司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29,896 327,399

负债总额

14,809 16,860

净资产

314,987 310,539

资产负债率

4.49% 5.15%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62 24,525

净利润

4,484 28,170

2.截止2022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2.9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4.49%，公司对本次到期的

“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投资总额为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总资产比例为0.61%，占

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比例为0.63%。 本次投资债务人延期回购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

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3.�服务机构对“联合装备2号债权”产品的投资回收风险分析

湖州鲸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书面确认，根据内蒙古联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的资料，其认为公司投资的“联合装备2号债权转让” 产品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回购义务人

的流动性风险，而延期回购能减轻辉腾煤化工项目的短期资金压力，有利于保障项目顺利、快

速建成，从而有利于公司实现本次投资的目的：

（1）“联合装备2号债权转让”产品筹措的资金全部投资于辉腾煤化工项目。天然气行业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的政策背景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21年LNG的平均价

格达到5300元/吨；2022年一季度均价创造了同期历史新高。按照这个价格，在辉腾煤化工项目

投产达效后，该项目月净利润预计将超过1亿元；

（2）辉腾煤化工项目现已接近完工，剩余未完成部分为收尾工程和生产辅助单元的安装

和调试。具体进展如下：整体进展达到95%，主要土建和安装基本完成；电厂、气化、空分、供煤、

供水等主要生产单元已基本完成了建设并进入调试阶段； 剩余辅助生产单元也已接近完工，

如污水处理、污水零排放、储煤棚、电气仪表安装等。

（3）内蒙古联合装备有限公司展期回购不是该公司恶意违约，主要是因为过去两年的新

冠疫情的影响以及铁、水泥、铜、铝、橡胶（主要影响电缆价格）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使得

辉腾煤化工项目建设工期延长、成本大幅增加，由此带来建设资金需求超出预算，给该公司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原定的资金计划被打破，从而导致目前辉腾煤化工项目尚未建成投产。

（4）“联合装备2号债权转让”产品有充分的担保增信措施。一是国能石油天然气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在展期回购后延长保证期限，二是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为联合装

备公司的回购义务提供了动产抵押担保，并同意在展期回购后延长担保期限。

4.�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将迅速开展相关工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全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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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