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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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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6日下午14:5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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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2、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8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三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副董事长施大福。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授权代表）共15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339,961,5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1108%。 其

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授权代表）共计2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86,229,3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7405%；通过网络投

票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14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732,17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3703％。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法律顾问委派见证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18,752,6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72%； 反对17,

013,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697%；弃权4,195,47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0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2,523,3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0.5286％；反对17,013,3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1.6632％；弃权4,195,4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1,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8081％。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17,657,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355%； 反对17,

01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01%；弃权5,285,93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91,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1,427,9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58.4901％；反对17,018,2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1.6724％；弃权5,285,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91,75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376％。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1,319,40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659%； 反对16,

271,0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43%；弃权4,285,93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3,175,1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1.7417％；反对16,271,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0.2818％；弃权4,285,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9765％。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同意1,319,58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97%； 反对16,

556,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56%；弃权3,815,356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3,360,3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2.0864％；反对16,556,4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129％；弃权3,815,3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1007％。

（五）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318,48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72%； 反对17,

093,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57%；弃权4,383,356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2,255,1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0.0296％；反对17,093,6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26％；弃权4,383,3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1578％。

（六）审议通过《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7,670,6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4974％；反对25,817,

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0476％；弃权244,45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27,670,6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51.4974％；反对25,817,0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0476％；弃权244,4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4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0％。

（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19,350,8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618%； 反对16,

790,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31%；弃权3,820,256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3,121,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1.6418％；反对16,790,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1.2484％；弃权3,820,2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1098％。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皖能集团财务公司重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27,958,9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0339％；反对25,559,

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5689％；弃权213,45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27,958,9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52.0339％；反对25,559,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7.5689％；弃权213,4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4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3％。

（九）审议通过《关于注册发行2023-2025年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1,318,593,04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053%； 反对17,

553,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0%；弃权3,815,356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共计53,732,176股，其中同意32,363,6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0.2315％；反对17,553,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2.6678％；弃权3,815,3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1,75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10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飞、刘琪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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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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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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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

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0

号），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836.00万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38.61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7,344.00万股，已于2022年2月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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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化宏、曾红英、曾

晖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

（3）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

终止。

2、减持意向的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2）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人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25%（若发行人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

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

司所有，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上海跃

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及自承诺人取得新增股份（即完成承

诺人取得股份之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年8月25日） 起36个月内

（以下称“锁定期” ，取孰晚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

承诺；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

（3）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企业的合伙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其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其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其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其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减持意向的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

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企业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审慎制定锁定期满后的股票减持计划，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

效的减持要求及相关规定转让部分或全部公司股票；

（4）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本企业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25%（若发行

人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在锁定期

满后24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如果本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

公司所有， 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董事刘春松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下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

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2）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本人就任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3）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 本人拟减持股份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结合公司稳定股

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

司所有，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亲属孙玉洁的承

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下称“锁定期” ）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

2、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人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的25%（若发行人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

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三、相关股东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至2022年5月25日收盘，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价格38.61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依照上述承诺，上述承

诺人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原股份锁定到期

日

本次延长锁定后

到期日

张化宏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总经理

17,258,400 3,566,430 2025-2-28 2025-8-28

曾红英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2,943,800 5,100 2025-2-28 2025-8-28

曾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副总经理

12,943,800 - 2025-2-28 2025-8-28

上海跃好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股东

5,100,000 - 2025-2-28 2025-8-28

刘春松 董事

- 6,348 2023-2-28 2023-8-28

孙玉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近亲属

- 1,528,470 2025-2-28 2025-8-28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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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

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宏英智能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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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上海

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英智能”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宏英智能相关股东延

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

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0

号），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836.00万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38.61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7,344.00万股，已于2022年2月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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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化宏、曾红英、曾

晖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

（3）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

终止。

2、减持意向的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2）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人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25%（若发行人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

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

司所有，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上海跃

好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及自承诺人取得新增股份（即完成承

诺人取得股份之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年8月25日） 起36个月内

（以下称“锁定期” ，取孰晚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

承诺；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

（3）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企业的合伙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其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其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其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其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减持意向的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

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企业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审慎制定锁定期满后的股票减持计划，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

效的减持要求及相关规定转让部分或全部公司股票；

（4）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本企业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25%（若发行

人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在锁定期

满后24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如果本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

公司所有， 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董事刘春松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下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

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2）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本人就任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3）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 本人拟减持股份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结合公司稳定股

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

司所有，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亲属孙玉洁的承

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下称“锁定期” ）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

2、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人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的25%（若发行人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

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三、相关股东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至2022年5月25日收盘，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价格38.61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依照上述承诺，上述承

诺人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原股份锁定到期

日

本次延长锁定后

到期日

张化宏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总经理

17,258,400 3,566,430 2025-2-28 2025-8-28

曾红英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2,943,800 5,100 2025-2-28 2025-8-28

曾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副总经理

12,943,800 - 2025-2-28 2025-8-28

上海跃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股东

5,100,000 - 2025-2-28 2025-8-28

刘春松 董事

- 6,348 2023-2-28 2023-8-28

孙玉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近亲属

- 1,528,470 2025-2-28 2025-8-28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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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

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赵 亮 杨 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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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9� � � �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7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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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公开披露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请投资者注意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能否按期归还占用的资金风险。 如占用

的资金确实无法按期归还，则该等情况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2条所述的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情形，中利集团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 或“公司” ）股票交易

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2年5月24日、5月25日和5月26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向公司、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

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公开披露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请投资者注意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能否按期归还占用的资金风险。 如占用

的资金确实无法按期归还，则该等情况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2条所述的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情形，中利集团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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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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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贴的基本情况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圳科瑞” ）及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科瑞技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科技” ）、深圳市科瑞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软件” ）、惠州市鼎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鼎力智能” ）、科瑞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

瑞” ）与控股子公司成都市鹰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鹰诺” ）、深圳

市瑞联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联智造” ）及控股孙公司深圳市鹰诺

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诺软件” ）自2022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

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贴款合计10,956,370.76元人民币， 补贴金额

明细如下：

序号 获得补贴主体 到账时间 获得补贴的原因或项目 到账金额（元）

1

深圳科瑞

2022.01

软件退税

308,268.47

2

深圳科瑞

2022.01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191,967.34

3

深圳科瑞

2022.05

稳岗补贴

65,282.36

4

科瑞科技

2022.01

软件退税

480,007.61

5

科瑞科技

2022.03-2022.05

稳岗补贴

18,068.16

6

科瑞科技

2022.04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21,090.53

7

科瑞科技

2022.04 2021

年经贸会展活动资助项目

30,000.00

8

鼎力智能

2022.03-2022.04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44,127.76

9

鼎力智能

2022.04

增值税即征即退

2,852,524.17

10

苏州科瑞

2022.01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12,332.03

11

苏州科瑞

2022.03

创新政策省级研发机构认定奖励

200,000.00

12

成都鹰诺

2022.01-2022.03

所得税返还

2,910,000.00

13

成都鹰诺

2022.02-2022.03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200,376.22

14

成都鹰诺

2022.03 2021

年度研发准备金制度财政补贴

1,000,000.00

15

成都鹰诺

2022.04

防疫生产类企业临时电费补贴

126,784.10

16

成都鹰诺

2022.05 2018

年工业发展资金尾款

119,000.00

17

成都鹰诺

2022.05

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

100,000.00

18

成都鹰诺

2022.05

稳岗补贴

31,037.60

19

鹰诺软件

2022.01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6,526.60

20

鹰诺软件

2022.03

稳岗补贴

55.44

21

鹰诺软件

2022.05

软件退税

1,995,050.87

22

瑞联智造

2022.01

税务局个税手续费返还

3,395.99

23

瑞联智造

2022.04

软件退税

229,191.59

24

瑞联智造

2022.05

稳岗补贴

1,283.92

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贴均系现金形式的补贴。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补贴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一政府补贴》的规定，上述政府补贴均属于与收益

相关，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公司及子公司对上述政府补贴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对

公司损益的影响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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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