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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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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证券简称：远望谷，证券代码：002161）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22年7

月12日、13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21.5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在

巨潮资讯网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现就公司筹划收购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公司筹划收购事项的内容

公司拟筹划收购标的企业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电力安全产品。公司

希望通过本次收购，利用标的企业已有的市场渠道资源，通过销售渠道协同，拓

展公司RFID技术和产品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二、筹划收购事项所处阶段

该事项目前处于初期的筹划阶段，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署任何的意向书

或相关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在进行内部的交易可行性论证，尚未对

标的企业开展实质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亦未确定标的公司具

体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交易对价。因此，该事项处于筹划初期，交易能否顺利推

进尚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将视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筹划的收购事项目前拟采用现金方式进行，暂不涉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

2、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50%以上；

3、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超过5,00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上述规则，如本次收购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预计将会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四、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积极对交易可行性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与交易对方开展实质性谈

判，在交易双方达成初步一致后，将聘请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五、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筹划的收购事项尚处于初步接洽和公司内部可行性论证阶段，尚

未与交易对方开展实质性协商，亦未形成交易方案，因此，本次交易能否通过可

行性论证、能否与交易对方达成交易意向、能否通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决策程

序、能否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密切注意风

险；

（二）本次交易如果能够完成，对公司RFID技术和产品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拓展影响及影响程度尚无法估计；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四）公司已于2022年7月14日披露了《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2年上半年亏损5,000万元-7,000万元，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787� � �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7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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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 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的情形。

●经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100万元到6,600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880万元到5,380万元，同比增加

400%到441%。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6,106万元到6,606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6,365万

元到6,865万元，同比增加2,455%到2,648%。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6,100万元到6,6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

880万元到5,380万元，同比增加400%到441%。

2、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6,106万元到6,606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6,365万

元到6,865万元，同比增加2,455%到2,648%。

3、本期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19.4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9.28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和新国标换购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公司的

主销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同比增加，主营收入同步增长；同时，推进精益

管理，加强费用管控，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另外，受上年比较基数较小的影

响，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2-042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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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1）2022年半年度（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960,000万元–1,160,000万元

盈利：8,579.7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089.14%-13,42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846,000万元–1,038,000万元

盈利：1,934.7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625.90%-53,549.5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6.50元/股–7.85元/股 盈利：0.0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半年度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预计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系受益于全

球新能源汽车景气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单

回暖等多个积极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期公司主要锂产品的销量和销售均价较上

年同期均明显增长。

2、本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SES� Holdings� Pte.� Ltd（以下简称“SES” ）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所持SES的股份被动稀释引起公司对其不再具有重

大影响，因此终止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并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确认投资收益。上述因被动稀释导致长期股权投

资被动处置产生的投资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3、 截至本业绩预告报出日， 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 ）尚未公告其半年度业绩报告。公司全

面考虑所能获取的可靠信息，沿用一贯方式，采用彭博社预测的SQM第二季度

EPS等信息来计算同期公司对SQM的投资收益。根据前述预测，SQM� 2022年半

年度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因此公司在本报告期确认的对该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与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QM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公司， 根据两地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SQM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

晚于公司业绩预告的时间， 公司不能先于SQM公告季度财务信息前公告其业

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定，公司通过财务测

算模型并结合Bloomberg预测的第二季度EPS等信息预估SQM第二季度经营损

益，并按照公司持股比例预估对SQM的投资收益。该项投资收益与SQM实际公

告的净利润按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计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差

异的金额及对公司财务信息的影响程度，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时进

行会计处理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185� � �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22-090

债券代码：113642� � � �债券简称：上22转债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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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6,000万元至166,

000万元，同比增加83.65%至95.42%。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130,000万元至140,000万元，同比增加62.74%至75.2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56,000万元至166,000万元，同比增加83.65%至95.42%。

2、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130,000万元至140,000万元，同比增加62.74%至75.26%。

（三）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945.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881.55万元。

（二）每股收益：3.21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随着“双碳” 政策的落实及平价上网的推动，我国光伏行业

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在此背景下，公司单晶硅业务按计划拓展，已投资的单晶硅业务全面达产，

产能顺利释放，并且保持较好的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使得公司的销售收入增

长。此外，随着公司自有切片产能的逐步释放，切片成本的降低也进一步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公司相关半导体设备研发成功后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订单

量快速增加，销售收入持续增加。公司设备与材料两大业务板块持续发展，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公司业绩稳步上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2-035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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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2,300万元–3,100万元

盈利：9,89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8.66%�-�76.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2,800万元

盈利：9,75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1.31%�-79.5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3元/股–0.18元/股 盈利：0.58元/股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已按最新股本修正。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

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日化业务板块受疫情和主要原料价格上涨影响，与上年同期比较，

收入有所下滑，利润略有降低。

2、公司网络游戏板块，目前主要在线运营游戏产品处于衰退期，收入和利

润贡献逐步减少；受版号审批的影响，新游戏上线进度不及预期；本报告期内，

公司也正在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和网络游戏发行端的业务，前期推广投入也相对

较大，导致游戏板块的收入和利润贡献相对延后。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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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2-081

债券代码：113534� �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前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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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9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人民币6,9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载的《江苏鼎胜新能

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3）。

截至2022年7月14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6,

9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2-082

债券代码：113534� �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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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

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1,000.00万元到61,000.00万元， 同比增长

235.40%至301.16%。

2.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50,000.00万元到60,000.00万元，同比增长284.48%至361.38%。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5,794.19万元至45,794.19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51,000.00万元到61,000.00万元，同比增长235.40%至301.16%。

2.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6,995.51万元至46,995.51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0,000.00万元到60,000.00万元，同比增长284.48%至361.38%。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205.8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004.49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32元。

三、影响本期业绩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铝箔下游需求持续旺盛，公司持续加快传统

产线转产生产动力电池铝箔，产销量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进一步巩固公司

的市场占有率。

（二）报告期内，传统类包装铝箔下游市场需求依旧旺盛，公司持续优化产

品结构，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685� � �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8

债券代码：113628� � � �债券简称：晨丰转债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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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5.1.1条中“（三）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50%以上” 的情形；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545万元以上，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158万元以上。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545万元以上，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不超过6,379.92万元，同比减少不

超过92.13%左右。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万元以上，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不超过6,286.57万元， 同比减少不超过

97.55%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924.9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444.57万元。

（二）每股收益：0.41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度，受新冠疫情波动影响，市场需求下降，公司销售收入有所

下降；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铝、铜等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同比大幅上升，导致公

司产品毛利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

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2一073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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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一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0,600万元–13,600万元

盈利：8,142.5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18%-67.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7,900万元–10,900万元

盈利：7,887.2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16%-38.2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元/股–0.23元/股 盈利：0.1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1、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对本次

业绩预告内容不存在分歧。

2、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多点散发，公司努力克服困难，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统筹企业发展，前期项目陆续投产，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稳定增长。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不会对公司股票交易状态产生影响。

2、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 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01� � �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2-028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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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即将任期

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职工代

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经公司2022年7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顾奕萍

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顾奕萍女士按其所

在岗位的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再另行发放监事津贴。顾奕萍女士将与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及就任时间与第三届其他监事一致。

在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全部选举产生之前，第二届监事会现任监事仍将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7月15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顾奕萍 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绍

兴好士德医用品有限公司销售助理；绍兴托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销售助理；公司

招投标部主管、经理。现任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总裁办项目经理。

证券代码：603630�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2–044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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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吴桂谦先生持有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份数量为69,503,83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83%；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

质押数量（含本次延期购回）为21,52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30.96%。

●吴桂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滨华女士以及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澳洲万达”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37,987,4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61.20%；累计质押股份数为（含本次）28,97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0.9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84%。

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的通知，获悉

吴桂谦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吴桂谦先生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业务。本次质押股份延期购

回的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及

一致

行动

人

本次质押

延期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吴 桂

谦

是 21,520,000 否 否

2020/7/1

4

2022/7/1

3

2023/7/1

3

海通

证券

30.96 9.54

偿还

债务

2、本次质押延期购回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

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与吴滨华女士以及澳洲万达的实际

控制人Laurena� Wu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7,987,441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61.20%。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延期/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质押

延期/解除)

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吴桂谦 69,503,831 30.83 21,520,000 21,520,000 30.96 9.54 - - - -

澳洲万达 47,938,527 21.26 - - - - - - - -

吴滨华 20,545,083 9.11 7,450,000 7,450,000 36.26 3.30 - - - -

合计 137,987,441 61.20 28,970,000 28,970,000 20.99 12.84 - - - -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0股，占其合

计所持股份比例的0%，占公司总股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0万元；未来一年内将

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28,97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的20.99%，占公司

总股本的12.84%，对应融资余额14,0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个人日常收入、

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目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所持公司股票质押率处于合理水平，且

其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行平仓的情形，亦

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

平仓线，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足额保证金、补充质

押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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