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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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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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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化学工程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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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87,3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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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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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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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5人，雷典武先生、刘杰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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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1,694,286 99.8591 1,111,300 0.0278 4,505,327 0.113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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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024,473 99.8172 1,204,000 0.0301 6,082,440 0.1527

3、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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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8,290,358 99.7737 2,679,817 0.0672 6,340,738 0.159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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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9,926,273 99.8147 1,302,200 0.0326 6,082,440 0.152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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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350,206 98.4962 53,878,267 1.3512 6,082,440 0.1526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担保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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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941,012 98.5611 51,287,461 1.2862 6,082,440 0.1527

7、议案名称：关于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约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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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307,745 96.2317 38,099,702 3.2494 6,082,440 0.518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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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9,817,575 99.8120 1,152,600 0.0289 6,340,738 0.1591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2-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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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307,745 96.2317 38,099,702 3.2494 6,082,440 0.518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投资完成情况及2022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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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900,467 99.0617 33,163,417 0.8317 4,247,029 0.106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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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185,617 98.5422 53,878,267 1.3512 4,247,029 0.106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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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5,941,315 99.9656 1,111,300 0.0278 258,298 0.0066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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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9,858,875 99.8131 1,111,300 0.0278 6,340,738 0.159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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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9,858,875 99.8131 1,111,300 0.0278 6,340,738 0.159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663,685,5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442,228,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874,012,619 99.1621 1,302,200 0.1477 6,082,440 0.690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7,596,125 99.7561 137,600 0.2383 3,214 0.0056

市值 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816,416,494 99.1205 1,164,600 0.1413 6,079,226 0.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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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关于聘任公司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审

计费用的议案

1,314,604,779 99.3184 2,679,817 0.2024 6,340,738 0.4792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1,316,240,694 99.4420 1,302,200 0.0983 6,082,440 0.4597

6

关于2022年度公司

担保计划的议案

1,266,255,433 95.6656 51,287,461 3.8747 6,082,440 0.4597

7

关于中化工程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与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签约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1,128,307,745 96.2317 38,099,702 3.2494 6,082,440 0.5189

9

关 于 调 整 公 司

2022-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1,128,307,745 96.2317 38,099,702 3.2494 6,082,440 0.51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

案。公司关联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学工程

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8中化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7、9履行了回避

义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佳敏、王彩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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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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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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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发行前持股前51%的

股东苏州华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丰投资” ）、苏州英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英镭” ）、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为

准）。

●公司股票发行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上海” ）、宁波璞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璞

玉投资” ）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0月9日（以当年

国庆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为准）。

●公司股票发行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伊犁苏新” ）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2月19日。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闵大勇、王俊、廖新胜、潘华

东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其中通过苏州芯诚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芯诚” ）、苏州芯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苏州芯同” ）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2月19日，通过苏州英镭持有的股

份延长6个月至2025年10月9日（以当年国庆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为准）。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许立群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

个月至2023年10月9日（以当年国庆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为准）。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陆殷华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

个月至2023年12月19日。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齐雷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

月，通过国投上海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0月9日（以当年国庆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

为准），通过国投（宁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

投宁波” ）持有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2月19日。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吴真林、刘锋、郭新刚、叶葆靖将其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2月19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股本变化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2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注册申请。公司于2022年4月1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注

册资本增加至13,559.9956万元。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发生增发、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一）公司持股前51%的股东华丰投资、苏州英镭、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单位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二）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投上海、璞玉投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单位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三）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伊犁苏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单位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四）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闵大勇、王俊、廖新胜、

潘华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已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

的价格。

（五）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许立群、齐雷、陆殷华、吴真林、刘锋、郭

新刚、叶葆靖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已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

的价格。

三、股东股票锁定期延长情况

截至2022年5月5日收市，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格80.80元/

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上述相关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情况及本次延长限售股锁定

期的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有股份数量（股）

原股份锁定到

期日

本次延长后股

份锁定到期日

直接 间接 合计

华丰投资

持股前 51%的

股东

24,930,000 0 24,930,00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苏州英镭

持股前 51%的

股东

20,100,000 0 20,100,00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长春长光精密仪

器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前 51%的

股东

8,870,000 0 8,870,00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国投上海

持股5%以上的

股东

8,015,294 0 8,015,294 2023年4月3日

2023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璞玉投资

持股5%以上的

股东

6,540,000 0 6,540,000 2023年4月3日

2023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伊犁苏新

持股5%以上的

股东

6,624,946 0 6,624,946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闵大勇（通过苏

州芯诚、苏州芯

同持有的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183,300 183,3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闵大勇（通过苏

州英镭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2,689,380 2,689,38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王俊（通过苏州

芯诚、苏州芯同

持有的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196,400 196,4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王俊（通过苏州

英镭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10,130,400 10,130,40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廖新胜（通过苏

州芯诚、苏州芯

同持有的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221,000 221,0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廖新胜（通过苏

州英镭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5,185,800 5,185,80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潘华东（通过苏

州英镭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

0 2,094,420 2,094,420 2025年4月1日

2025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许立群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

0 213,552 213,552 2023年4月3日

2023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齐雷（通过国投

上海持有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

0 1,131 1,131 2023年4月3日

2023年10月9日

（以当年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交

易日为准）

齐雷（通过国投

宁波持有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

0 200 2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陆殷华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

0 8,253 8,253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吴真林（通过苏

州芯同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高级管

理人员

0 800,000 800,0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刘锋（通过苏州

芯诚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高级管

理人员

0 300,000 300,0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郭新刚（通过苏

州芯诚持有的股

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高级管

理人员

0 44,000 44,0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叶葆靖(通过苏

州芯诚、苏州芯

同持有的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高级管

理人员

0 156,900 156,900 2023年6月19日 2023年12月19日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

的行为符合其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

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在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开展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自2022年5月25日起，对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本公司官方网站和官方移动

客户端）转换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开

展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11997/C类

011998）

二、优惠活动内容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包括公司官方网站和官方移动客户端）从

本公司旗下货币型基金和无申购费率的基金转换转出至本基金A类份额时，享受转换费率优

惠。申购补差费的具体费率优惠标准如下：

1、 本公司旗下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B级份额和无申购费率的基金转换转

出至本基金A类份额时， 申购补差费率实行4折优惠， 通过招行直联渠道进行上述基金转换

的，申购补差费率实行2折优惠。

具体转换转出的开放式基金包括：

（1）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B级份额（基金代码：260102（A级）/260202（B

级））；

（2）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261101）；

（3）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261102）；

（4）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 000182）；

（5）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0386）；

（6）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 000253）；

（7）景顺长城领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379）；

（8）景顺长城安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423）；

（9）景顺长城泰和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 001507）；

（10） 景顺长城景盛双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066）；

（11）景顺长城景盈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797）；

（12）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793）；

（13）景顺长城泰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3604）；

（14）景顺长城景颐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3505）；

（15） 景顺长城景泰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3408）；

（16） 景顺长城睿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719）；

（17）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407）；

（18）景顺长城泰恒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 005326）；

（19）景顺长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604）；

（20）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945）；

（2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基金代码：

007760）；

（22）景顺长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8823）；

（23）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9871）；

（24）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0004）；

（25）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0212）；

（26）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0105）；

（27）景顺长城景泰鑫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2136）；

（28）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1329）；

（29）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0774）；

（30）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0823）；

（31）景顺长城景颐嘉利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9000）；

（32）景顺长城景颐招利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0012）；

（33）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1059）；

（34）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基金代码：

011345）；

（35）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2228）；

（36）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1877）；

（37）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2131）；

（38）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1090）；

（39）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3813）；

（40）景顺长城专精特新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4063）；

（41）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1804）；

（42）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4149）；

（43）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4768）；

（44）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3226）；

（45）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1019）；

（46）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4473）；

（47）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5683）；

（48）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5679）；

（49）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5751）；

（50）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5755）；

（51）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5752）；

（52）景顺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15756）。

2、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A/B类份额（基金代码：000380（A类）/000381�（B类））

转换转出至本基金A类份额，申购补差费率实行0.1折优惠。景顺长城景丰货币市场基金A/B

类份额（基金代码：000701（A类）/000707�（B类））转换转出至本基金A类份额，申购补差费

率实行1折优惠。

3、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转换转出至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直销网上交易转换业务且申购费

率不为零的基金时，招行直连渠道申购补差费率实行2折优惠，其他银行申购补差费率实行4

折优惠。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方的基金处于可赎回

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2、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按照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公

告。

3、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适用于

该基金基金合同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4、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

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产品。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IGWfund

公司官方APP：景顺长城基金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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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555� � � �证券简称：ST贵人 公告编号：临2022-032

债券代码：122346� � �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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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2,200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5.35%。除本次拍卖外，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的公司1,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2022年5月24日10时至2022年5月25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第二次司法拍卖。

● 上述公司控股股东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总数合计为3,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

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8.02%。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票41,142万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比例为26.18%。预计上述拍卖将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上述司法拍卖的具体时间及其他相关内容以法院公示为准。 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

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拍卖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集团” ）通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泉州中院” ） 向贵人鸟集团发出了 《拍卖通知》

（（2022）闽05执恢67号）司法拍卖相关文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将于近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贵

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200万股(证券简称:ST贵人，股票代码:� 603555，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

股，质押编号为:ZYD181243、ZYD180722)，以拍卖公告发布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

乘以股票总数(【2200】万股)为第一次拍卖起拍价，后续拍卖、拍卖详情请以网上发布为准，请

务必持续关注相关信息，详情请登录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网址:

http:� //sifa.jd.com/1641)或与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联系。”

二、本次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经登录京东拍卖（网址：https:/paimai.jd.com）查询，《拍卖通知》（（2022）闽05执恢67号）

所涉拍卖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拍卖标的物: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ST贵人股票2,200万股（证劵代码：

603555，证劵类别：无限售流通股）（第一次拍卖）。

2、起拍价：6,754万元，保证金：675万元，增价幅度：33万元及其倍数。

3、拍卖时间：2022年6月22日10时至2022年6月23日10时止（延时除外）。

4、网络平台：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5、拍卖方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等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

于起拍价，方可成交。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

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5分钟。

6、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参加竞买。如参与竞买人未

开设京东账户，可委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竞买成功后，竞买人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泉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办理交接手续。委托手续应于拍卖前3天向本院提交，经法院确认后方能进行委托。如委

托手续不全，则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竞买人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其他拍卖情况

2022年3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

院” ）向贵人鸟集团发出了《拍卖告知书》（（2022）闽02执恢37号）等司法拍卖相关文书，将

贵人鸟集团持有的1,000万股公司股票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根据京东司法拍卖

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后续厦门中院再次向贵人鸟集团发出

了《拍卖告知书》（闽02执恢37号），将贵人鸟集团持有的前述1,000万股公司股票在京东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拍卖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10时至2022年5月25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部分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0）。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总数合计为3,3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10%，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8.02%。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票41,142万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26.18%。预计上述拍卖将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上述司法拍卖的具体时间及其他相关内容以法院公示为准。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

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

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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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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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

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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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将于2022年5月24日停牌1天，并于2022

年5月25日开市起复牌。

●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年5月25日。

●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ST贵人” 变更为“贵人鸟” ，股票代码仍为

“603555”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一、股票简称、股票代码以及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A股股票简称由“ST贵人” 变更为“贵人鸟” ；

（二）股票代码仍为“603555” ；

（三）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年5月25日。

二、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于2021年7月2日收到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闽05破26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同时，因公司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1-10522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

修订）第13.9.1条第（六）项的相关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自2021年7月22日起

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贵人” 变更为“ST�贵人” 。

2021年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1-02208

号）。经审计，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1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988.12万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

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

明》（大信备字[2022]第1-00794号），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所述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已经2022年3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条相关规定逐项排

查，公司已不触及第9.8.1条规定的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且不存在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申请撤

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

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股票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同意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同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

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2年5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9条之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2年5月24日停牌1天，5月25日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

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将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为运动鞋服业务、招商及代运营业务以及粮食贸易业务。公司经营中可

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

（一）市场竞争风险

运动鞋服行业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竞争较为激烈， 公司竞争对手包括诸多国内外运动

品牌、快时尚品牌以及电商、品牌折扣店等。而且，中国运动鞋服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公司为代

表的中小运动鞋服品牌与头部运动鞋服品牌商的差距正逐渐拉大。

（二）业务经营风险

公司运动鞋服产品主要原材料为化工材料、合成皮革与纺织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将给公

司带来不利影响。

（三）经营模式调整风险

2021年度，公司运动鞋产品由自主生产模式优化调整为外协加工采购模式，可能导致公司

面临一定的外协管控风险。

（四）新业务板块的开拓和管理风险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探索开展粮食贸易业务，尝试在传统消费领域开拓新市 场。粮食贸

易市场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粮食价格波动、质量管理、资金结算、供应商及客户开拓等方面将

给公司新业务和经营业绩带来较大的挑战。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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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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