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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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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2022年6月28日，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舒宏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709,7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7%。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6月28日，股东舒宏瑞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17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6,359,6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本次减持计划中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

减持数量均已过半，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合计权益变动达到1.0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舒宏瑞 5%以上第一大股东 96,249,252 30.27% IPO前取得：96,249,25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舒宏瑞 96,249,252 30.27% 控股股东

舒振宇 58,613,600 18.43% 舒宏瑞之子

缪莉萍 21,651,000 6.81% 舒宏瑞之妻

永新县宇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2,489,076 3.93% 舒宏瑞之子舒振宇持有其30%以上的股份

富诚海富资管－舒振宇－富诚海

富通新逸六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566,224 2.38%

舒振宇先生与本资管计划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

合计 196,569,152 61.82%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舒宏瑞 9,539,493 3.00%

2022/5/20～

2022/6/28

集中竞价交

易及大宗交

易

12.38-14.76

123,170,

190.01

86,709,

759

27.2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系股东舒宏瑞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舒宏瑞 2022/6/15-2022/6/28 竞价交易 13.64-14.56 1,271,900 0.40%

舒宏瑞 2022/6/20-2022/6/28 大宗交易 12.38-12.57 6,359,693 2.00%

合计 7,631,593 2.4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舒宏瑞 无限售流通股 94,341,352 29.67% 86,709,759 27.27%

舒振宇 无限售流通股 58,613,600 18.43% 58,613,600 18.43%

缪莉萍 无限售流通股 21,651,000 6.81% 21,651,000 6.81%

宇斯有限 无限售流通股 12,489,076 3.93% 12,489,076 3.93%

新逸六号 无限售流通股 7,566,224 2.38% 7,566,224 2.38%

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194,661,252 61.22% 187,029,659 58.82%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东舒宏瑞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后续减持计划是否继

续实施以及计划实施的具体时间及进展，故本次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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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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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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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

维萍先生出具的 《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及致歉声明》，获

悉吴维萍先生配偶易艳萍女士近期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易艳萍女士的证券账户交易记录存在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交

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交易方式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2022年6月17日 买入 集中竞价 500.00 29.7400 14,870.00

2022年6月28日 卖出 集中竞价 400.00 30.9400 12,376.00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规定，易艳萍女士在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股票的

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上述交易所获盈利为480.00元，计算公式为：（卖出价格－买入价

格）*短线交易股份数量=（30.94-29.74）*400=480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董事吴维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配偶易艳萍女士尚持

有公司100股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1、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向吴维萍先生及其配偶易艳萍女士调查了解相关情

况。 经核实，吴维萍先生确认本次买卖公司股票系其配偶易艳萍女士未充分了解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亦未就买卖股票事项征询吴维萍先生本人的意见，本次买卖为易艳

萍女士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作出的决定，交易前吴维萍先生未告知易艳

萍女士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等相关信息。本次短线交易事项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

的敏感期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

2、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

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以及有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

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 ”

按照上述规定，易艳萍女士已将本次短线交易所得收益480.00元上交公司。

3、吴维萍先生及其配偶易艳萍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此次事项的严重性，对本次短线

交易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4、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审慎操作。 公司将持续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防止此类

事件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吴维萍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及致歉

声明》；

2、公司收回短线交易收益的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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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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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1、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0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2022年3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

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所有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 ）对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7.60亿元， 其中本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美年大健康为部分

下属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2.60亿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 具体详见《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

及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2、公司于2022年6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2022年6

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 具体详见《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7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以下简称“紫金

农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南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美年” ）提供最高额人民币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建设路支行 （以下简称 “齐鲁银行” ） 签署了

《齐鲁银行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子公司济南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济南大健康” ）提供最高额人民币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分别就上海美宜

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宜” ）、上海美锦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美锦” ）、上海初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初元慈铭” ）、上海美东

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东” ）、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美阳” ）、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慈铭” ）、上海美恒

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恒” ）、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至诚慈铭” ）、上海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慈铭” ）的贷款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上海美宜等9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分别提供最高额人民

币1,000万元、800万元、300万元、9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800万元、500万元、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担

保在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京美年

公司名称：南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恺之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9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诊疗服务（仅限分支机构使用）；健康管理及咨询；医疗技术专业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一类医疗器械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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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南京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681,515.26 203,878,039.32

负债总额 222,846,844.97 225,301,191.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74,413,341.53 168,249,005.80

净资产 -52,165,329.71 -21,423,152.47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61,484.25 76,387,663.88

利润总额 -5,920,196.29 -9,480,564.67

净利润 -5,752,177.24 -9,828,798.67

2、济南大健康

公司名称：济南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琳

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北坦大街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综合门诊部：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

口腔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

医科（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健康科技项目开发，健康

档案管理，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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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济南大健康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287,307.15 224,383,310.05

负债总额 181,926,561.40 187,964,367.1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00,000.00 1,6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4,672,952.11 158,779,304.17

净资产 30,360,745.75 36,418,942.89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80,578.25 112,359,329.46

利润总额 -6,943,935.10 7,902,539.83

净利润 -6,058,197.14 2,681,136.74

3、上海美宜

公司名称：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1728号1层西侧及2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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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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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上海美宜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311,078.76 77,014,667.93

负债总额 52,145,154.05 43,448,327.6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5,905,406.19 26,506,972.70

净资产 32,165,924.71 33,566,340.24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22,681.51 37,695,450.08

利润总额 -1,657,761.87 11,636,251.28

净利润 -1,400,415.53 8,588,497.51

4、上海美锦

公司名称：上海美锦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818号601、601a、602、603、604、605、606、607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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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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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上海美锦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010,566.58 45,072,533.79

负债总额 97,628,978.59 22,131,005.5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9,221,841.65 22,174,291.59

净资产 16,381,587.99 22,941,528.23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3,885.86 35,671,470.70

利润总额 -8,774,139.33 521,895.96

净利润 -6,559,940.24 538,871.85

5、初元慈铭

公司名称：上海初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铁岭路32号2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粘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

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预防口腔专业，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

液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

诊断专业，中医科：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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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初元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270,562.12 44,181,371.18

负债总额 36,401,853.38 35,129,496.8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0,000.00 6,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8,664,118.73 24,630,618.26

净资产 8,868,708.74 9,051,874.31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5,157.25 9,951,526.33

利润总额 -187,955.62 257,242.13

净利润 -183,165.57 -50,067.47

6、上海美东

公司名称：上海美东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836、838号东裙房2F、3F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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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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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上海美东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467,406.49 95,004,612.19

负债总额 83,958,872.16 77,988,650.0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000,000.00 12,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4,841,470.69 54,297,043.53

净资产 14,508,534.33 17,015,962.12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03,899.61 48,209,535.43

利润总额 -3,207,478.31 9,777,461.25

净利润 -2,507,427.79 7,298,553.20

7、上海美阳

公司名称：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388号4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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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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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上海美阳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055,855.33 61,941,754.49

负债总额 38,475,924.14 30,006,995.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8,475,924.14 25,473,612.63

净资产 28,579,931.19 31,934,758.87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50,432.92 49,074,860.32

利润总额 -4,433,529.56 10,949,703.22

净利润 -3,354,827.68 8,176,582.77

8、卓越慈铭

公司名称：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88号2楼201室（A）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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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卓越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811,401.57 130,823,937.76

负债总额 104,704,254.88 103,693,896.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7,565,891.01 92,001,155.88

净资产 31,107,146.69 27,130,041.49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066,038.21 70,989,542.07

利润总额 5,356,210.87 2,194,573.52

净利润 3,977,105.20 1,513,000.52

9、上海美恒

公司名称：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638号2、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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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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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上海美恒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4,520,972.61 414,887,228.99

负债总额 437,472,866.82 406,535,587.7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5,800,000.00 15,8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09,331,098.47 363,337,602.57

净资产 -2,951,894.21 8,351,641.26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058,137.70 151,784,052.17

利润总额 -13,071,080.43 5,858,523.62

净利润 -11,303,535.47 6,658,674.02

10、至诚慈铭

公司名称：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637号2层、2夹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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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至诚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560,392.41 53,842,629.60

负债总额 41,944,467.99 41,658,689.5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0.00 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8,819,308.99 32,993,771.31

净资产 11,615,924.42 12,183,940.06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92,067.68 15,836,696.43

利润总额 -378,924.83 520,725.45

净利润 -568,015.64 650,642.70

11、上海慈铭

公司名称：上海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429号2-3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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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上海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916,640.15 51,602,174.04

负债总额 40,909,653.48 42,203,633.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8,338,742.55 35,617,942.50

净资产 9,006,986.67 9,398,540.77

项目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0,501.41 16,251,722.07

利润总额 -226,306.07 -632,811.95

净利润 -391,554.10 -598,521.6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紫金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贷款人/甲方）：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债务人）：南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合同期内利息、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评估费、拍

卖费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

2、公司与齐鲁银行签署的《齐鲁银行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贷款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建设路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债务人）：济南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2、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

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金（迟延

履行利息）、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

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3、依据担保合同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合同的保

证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贷款

到期后三年止；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

务履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

3、公司就上海美宜等9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分别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

债权人（贷款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债务人）：上海美宜等9家下属全资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

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捌佰万元、叁

佰万元、玖佰万元、捌佰万元、壹仟万元、捌佰万元、伍佰万元、伍佰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9,742.61万元，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3.6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

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0,242.61万元，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22.4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与紫金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与齐鲁银行签署的《齐鲁银行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3、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2-039

转债代码：113526�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泰转债” 2022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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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次债项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对公司2019年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联泰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并于2022年6月29日出具了《2019

年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次主

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联泰转债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维持“稳

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 联泰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1年6月22

日。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85� � �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2022-056

债券代码：150385、143195、143226、188259、185567

债券简称：18格地01、18格地02、18格地03、21格地02、22格地02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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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负责人苏锡雄先生自2022年

3月29日至2022年6月29日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已满三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

告》）。 公司将在苏锡雄先生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后聘任其为

新的董事会秘书。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3个月

的，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并在6个月内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

的规定，公司目前由董事、总裁林强先生代行公司董事长职责，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由林强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5050� � � �证券简称：福然德 公告编号：2022-035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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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监管部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福然德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关于

请做好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的回复》。 同

时，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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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1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召

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致使上述部分披露内容有

误，现予以更正：

一、《关于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

况” 中第7点第（一）项。

更正前：

（一）、 截止2022年7月1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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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A�股股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

的原件到场，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参与表决。 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出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

更正后：

（一）、截止2022年7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股股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

原件到场，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参与表决。 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出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造成实质影响，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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