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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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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 ）。

● 担保总金额：本次为香江科技提供担保合计0.5亿元；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向香江科技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665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分行就全资子公司香江科技融资授信事宜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合计

为0.5亿元。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向香江科技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665亿元。

公司本次担保未超过授权的担保额度。

以上担保授权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可查阅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号：2022-029、2022-04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789924074G

注册地址：江苏省扬中市春柳北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远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7月18日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无线电发射设备、卫星接收设备除外）、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

列头柜、母线槽、配电箱、光纤槽道、走线架、节能设备、光电转换设备以及相关配套软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光电子及传感器、综合布线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精密钣金制造；发电机组

及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数据中心机房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安装和运维及数据机

房产品的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一般项目：电池销售；

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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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94,093,730.16 3,532,095,140.37

负债总额 1,838,906,672.96 1,998,810,853.4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36,791,547.57 822,844,268.85

流动负债总额 1,501,368,076.70 1,675,331,134.40

净资产 1,455,187,057.20 1,533,284,286.90

营业收入 1,355,164,041.05 368,383,690.53

净利润 76,025,619.19 72,179,322.6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所签之《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甲方（保证人）：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2）担保最高额度限度：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

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

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

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5）保证期间：三年

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

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主合同债务

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

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

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经营活动亦在公司控制范围内。本次担

保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以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 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风险均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以上担保授权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可查阅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号：2022-029、2022-048），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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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465亿元人

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30%。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5.465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30%。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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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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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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到1,2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9,

678.12万元到9,278.12万元，同比减少92.37%到88.55%。

●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800万

元到-2,7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9,700.94万元到10,600.94万元，同

比减少122.78%到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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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万元到1,

2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9,678.12万元到9,278.12万元，同比减少

92.37%到88.55%。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800万元到-2,700万元，与上

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9,700.94万元到10,600.94万元， 同比减少122.78%到

134.17%。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本公司初步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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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8.1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7,900.94万元。

（二）每股收益：0.23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地基与基础工程建设业务

因2022年上半年多地疫情反复及上海疫情封控管理影响，公司地基与基础工程业务大幅

受限，部分在建工程停滞，造成项目延迟完工，进度款回款滞后。

（二）可转债利息影响

因公司尚有119,869.4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今年上半年共计计提利息3,092.22万元。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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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预计减少主要系地基与基础工程建设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当期净

利润为-5,000万元至-7,600万元左右，上年同期为4,948.11万元，预计减少201.05%到253.59%；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整体受疫情影响较小，当期净利润为5,900万元至8,900万元左右，上年同

期为5,530.00万元，预计增长6.69%到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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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判断，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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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 或“公司” ）于2021年7月20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上海电气调整天沃科技管理模式及解决上海电气

与天沃科技光伏业务同业竞争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于2022年6月21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于2022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股份” ）拟将持有的

公司股份132,458,814股转让给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控股” ），电气控

股将成为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

根据电气控股“十四五” 战略发展规划，工程业务结构优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电力工程业务是工程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战略布局下，电气控股各下属企业根据

自身核心竞争力优化分工，以其资源禀赋作为主攻方向，为实现“十四五” 战略发展目标助力。

根据上述战略发展规划，同时为避免与电气股份在中国境外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

程总承包业务领域相竞争，经天沃科技内部决策，根据天沃科技在中国境内能源工程项目领域

的资质优势和经验积累，为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拟优化调整天沃科

技及下属子公司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产业定位，继续聚焦中国境内

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不承接中国境外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

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此外，经电气股份内部决策，电气股份将重点聚焦中国境外光伏电力工

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除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已签署的业务合同继续履行外，

不再承接中国境内市场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

电气控股出具了相关承诺， 支持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电气股份与天沃科技基于各自竞争

优势开展相关业务，并承诺在2025年12月31日前，在各方严格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的

前提下，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推动电气股份向天沃科技出售相关资产、推动天沃科技向电气股份

出售相关资产、推动一方或双方对外出售相关资产等方式，完成对双方同类业务的整合，承诺

函具体内容如下：

“1、 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电气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与天沃科技及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天沃科技及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新增同业竞争，同时本公司将依托其资

源进一步支持天沃科技的发展。

2、对于天沃科技和电气股份之间的同业竞争，将由各上市公司根据自身经营条件和产品

特点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经营各自业务， 电气控股将督促电气股份和天沃科技执行各自基于

竞争优势作出的业务定位安排。即“电气股份聚焦中国境外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

程总承包业务，不再承接中国境内市场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天沃

科技聚焦中国境内光伏电力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不承接中国境外光伏电力

工程总承包、风电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 。电气控股将按照行业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

公平地对待各上市公司，不会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做出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的安排

或决定， 也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获得的信息来不恰当地直接干预相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

活动。

3、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电气控股将根据各上市公司的业务特点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整体安

排，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推动电气股份向天沃科技出售相关资产，推动天沃科技向电气股份出售

相关资产，推动一方或双方对外出售相关资产等方式，在各方严格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并获得批

准的前提下，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各家上市公司同类业务的整合。

4、本承诺函在电气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电气股份及天沃科技的期间内持续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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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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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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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390,000万元–420,000万元

亏损：341,506.6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4.20%-22.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350,000万元–380,000万元

亏损：230,473.8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1.86%�-�64.8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88元/股–0.95元/股 亏损：0.7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与去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内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出栏生猪684.82万头，同比增

长53.51%，销量上升叠加销售价格下降导致猪产业亏损是本期经营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四、风险提示

动物疫病的爆发与传播、饲料原料价格的大幅波动、畜禽价格的周期性大幅波动、环保政

策的变化、食物安全问题的发生，都会给公司所在行业及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2半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2-069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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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7,500万元一10,000万元 亏损：12,291.9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亏损：7,500万元一10,000万元 亏损：12,468.5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3元/股一0.110元/股 亏损：0.13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公司及相关产业链复工延迟， 公司主要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尚未恢

复，对公司的生产和销售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证券简称：ST宏图 公告编号：临2022-04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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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 -2000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00万元~-1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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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00万

元到-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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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为-2700

万元到-1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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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25.6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100.37万元。

（二）2021年半年度每股收益：-0.17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业绩亏损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约33%所致。

四、风险提示

1、2022年2月15日，公司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 ）下达的《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权人南京溪

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中院提出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披露

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3）。2022年4月1日，公

司收到南京中院《决定书》[（2022）苏01破申4号]，南京中院同意公司先行启动为期6个月预

重整工作，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日、4月6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同意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

和《关于法院同意公司启动预重整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007）。预重整为法

院正式受理重整、批准重整计划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

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2、 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条的相关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

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即使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

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

则》第9.4.1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的重组计划正式表决通过没有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控股股东债务重组推进过程中，如

有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

《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

有限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1）。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

有结论性意见。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

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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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2-054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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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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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万元–6,500.00万元

盈利：3,715.7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8.02%-74.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0.00万元-1,000.00万元 亏损：6,355.2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30元/股–0.0627元/股 盈利：0.035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一个目标，三条主线” 的经营方针，让效率和产品的能力通过

对标对阵转化为经济效益，继而实现一个目标，即在盈利前提下，实现份额增长。本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空调业务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向好，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同比增长，公司经营业绩实

现同向上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以公司

公布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0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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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1日至2022年0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15,000万元–19,000万元 盈利： 3,652.3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15,000万元–19,500万元 盈利： 2,385.6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元/股–0.11元/股 盈利： 0.0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春节后深圳、北京、上海等地陆续出现疫情，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员工处于居家办

公状态，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上海疫情爆发持续时间

长达2个多月，公司文旅板块的子公司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德马吉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均在上海，文旅业务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加上疫情持续反复，导致部分地区生态环

保项目招标延迟，公司生态板块当年新签订单有所减少，公司在建项目的正常进度也因疫情

防控影响，施工及结算进展较为缓慢，当年产值和利润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7月15日

（上接B121版）

客服热线：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5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010-80928123

联系人：辛国政

客服热线：400-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5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号 33楼

法定代表人：周杰

电话：021-23219275

联系人：李笑鸣

客服热线：95553

网址：www.htsec.com

（55）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尤习贵

电话：027-65799735

联系人：付研

客服热线：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56）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电话：0755-82558038

联系人：郑向溢

客服热线：95517

网址：www.essence.com.cn

（57）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电话：023-63786141

联系人：张煜

客服热线：400-809-6096

网址：www.swsc.com.cn

（58）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楼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楼

法定代表人：孙永祥

电话：68634510-88193

联系人：李欣

客服热线：95351

网址：www.xcsc.com

（59）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8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022-28451922

联系人：王星

客服热线：400-6515-988

网址：www.bhzq.com.cn

（60）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电话：(0351)8686796

联系人：王雅楠

客服热线：400-666-1618

网址：www.i618.com.cn

（61）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电话：400-860-1555

联系人：陆晓

客服热线：95330

网站：www.dwjq.com.cn

（6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男

电话：021-22169089

联系人： 李芳芳

客服热线：95525

网址：www.ebscn.com

（63）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层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18612835256

联系人：周驰

客服热线：95511-8

网址：stock.pingan.com

（6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电话： 021-20315117

联系人：许曼华

客服热线:95538

网址：www.zts.com.cn

（65）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电话：021-68761616-8076

联系人：刘熠

客服热线：95353

网站： www.tebon.com.cn

（66）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308号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0931-4890208

联系人：范坤

客服热线：400-689-8888

网址：www.hlzqgs.com

（67）东方财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0栋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戴彦

电话：021-23586603

联系人：付佳

客服热线：95357

网址：www.18.cn

（68）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电话：028-86690057

联系人：刘婧漪

客服热线：95310

网址：www.gjzq.com.cn

（69）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中心57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中心57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021-68778790

联系人：刘闻川

客服热线：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70）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

法定代表人：钱华

电话：021-32229888-25533

传真：021-62878783

联系人：袁峻

客服热线：021-63340678

网址：www.ajzq.com

（7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电话：010-58568235

联系人：李慧灵

客服热线：010-58568118

网址：www.hrsec.com.cn

（7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38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027-87618863

联系人：李蒙蒙

客服热线：95391

网址：www.tfzq.com

（73）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电话：86-10-56673898

联系人：熊丽

客服热线：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7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电话：021-20655630

联系人：党敏

客服热线：956011

网址：www.huajinsc.cn

（75）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 交界处 荣超商务中心 A栋第 18-21层及第 04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一21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电话：0755-82026907

联系人：万玉琳

客服热线：95532/400� 600� 8008

网址：www.ciccwm.com

（76）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3幢1单元5-5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华润置地大厦C座31-33层

法定代表人：林立

电话：0755-82707766

联系人：胡倩

客服：4001883888

网址：www.chinalin.com

（77）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1589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1115号北京银行大楼

法定代表人：周军

电话：0791-88250812

联系人：占文驰

客服：956080

网址：www.gszq.com

（78）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电话：029-87211668

联系人：张吉安

客服：95582

网址：www.west95582.com

（79）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20C-1房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电话：021-64339000

联系人：刘熠

客服：95323/4001099918

网址：www.cfsc.com.cn

（80）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电话：029-88447611

联系人：赵东会

客服热线：95325

网址：https://www.kysec.cn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本基金的发售，并及时公告或通过

官网列示。

（四）登记机构

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23层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 韩歆毅

电话：（022）83865560�

� � � � �传真：（022）83865564�

� � � � �联系人：薄贺龙

（五）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黎明、陈颖华

联系人：陈颖华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振波、林佳璐

联系人：林佳璐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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