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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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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

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变更后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39575

名称：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俞永方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肆佰零肆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 06月 02日

营业期限：1998年 06月 02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 16号 3幢 1楼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开发、安装和服务，软件开发、服务，建筑智能化工

程、安全防范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工程、电子工程、工业自动化

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装饰装修工程、防雷工程、消防工程、音响工

程、港航设备安装工程、公路交通工程、环保工程、电力工程、信息安全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

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仪器仪表、安全工器具、办公用品、建筑材料、

机电设备、电子设备、照明设备的销售，电子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房屋租赁，从事进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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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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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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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总部二路 13号汇富中心 9

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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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4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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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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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长谭洪汝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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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9 人，其中董事王堂新先生、王洋先生，独立董事易兰女士、

秋天先生、高振忠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总裁谭洪汝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钟科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卢旭球先生、

谢志昆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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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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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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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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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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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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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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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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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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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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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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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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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900 99.9915 9,300 0.0085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

选

13.01

《关于选举谭栩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13.02

《关于选举谢志昆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13.03

《关于选举卢旭球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13.04

《关于选举王堂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

选

14.01

《关于选举李婉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14.02

《关于选举周亚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14.03

《关于选举肖家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0,458,300 99.971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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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

案》

22,600 70.8463 9,300 29.1537 0 0

2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薪酬的议案》

22,600 70.8463 9,300 29.1537 0 0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2,600 70.8463 9,300 29.1537 0 0

13.01

《关于选举谭栩杰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13.02

《关于选举谢志昆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13.03

《关于选举卢旭球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13.04

《关于选举王堂新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14.01

《关于选举李婉娇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14.02

《关于选举周亚民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14.03

《关于选举肖家源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 13、 议案 14 以累积投票方式获得审议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俊鸽、周昊臻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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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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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7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经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已

于当天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谭栩杰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其中董事王堂新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谭栩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

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李婉娇女士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独立董事周亚民先

生、董事谭栩杰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谭栩杰先生为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独立董事周亚民先

生、董事谢志昆先生为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周亚民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独立董事李婉娇女

士、董事谢志昆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周亚民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李婉

娇女士、董事卢旭球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志昆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卢旭球先生、王堂新先生、钟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卢旭球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钟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泉顺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

限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思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

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603038� � � �证券简称：华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0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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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7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经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已于

当天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董事会秘书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游秀珍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审议议案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游秀珍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期限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603038� � � �证券简称：华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1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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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及任期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及任期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分别为谭栩杰先生、谢志昆先生、卢旭球先生、王堂

新先生、李婉娇女士、周亚民先生、肖家源先生。 其中，谭栩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婉娇女士、

周亚民先生、肖家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简历附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自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二）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任期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李婉娇、周亚民、谭栩杰 李婉娇

战略发展委员会 谭栩杰、周亚民、谢志昆 谭栩杰

提名委员会 周亚民、李婉娇、谢志昆 周亚民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周亚民、李婉娇、卢旭球 周亚民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及任期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分别为游秀珍女士、周丽冰女士和谭权志先生。 其

中，游秀珍女士为监事会主席，周丽冰女士和谭权志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附后）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自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期限一致。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谢志昆先生为公司

总裁，同意聘任卢旭球先生、王堂新先生、钟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卢旭球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钟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期限一致。 （简历附后）

四、聘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泉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五、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思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总部二路 13 号汇富中心 9 楼；深圳市福田

区金田路卓越世纪中心 1号楼 710

联系电话：0769-83338072

传真号码：0769-83336076

电子邮箱：investor@dghuafuli.com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促进公司规

范运作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监事会全体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附件：

谭栩杰先生：1992 年出生，中国国籍，具有中国香港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9 年 7 月至

2022年 7月担任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谭栩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谭洪汝及谢劭庄夫妇之子。 谭栩杰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

职条件。

谢志昆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东莞市自来水股

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公司采购、研发、生产等部门的管理岗位，2002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

事、总裁。

截至目前，谢志昆先生持有公司 7,92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谢劭庄之弟。 谢志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卢旭球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5 年至今在本公

司工作，曾任公司销售、财务、行政等多个部门的管理岗位，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卢旭球先生持有公司 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4%，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卢旭球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堂新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5 年至今在本公

司工作，曾任公司的销售部门和市场营销部门岗位，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截至目前，王堂新先生持有公司 5,870,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王堂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婉娇女士，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2006年 4月至 2018年 10月担任东莞市金穗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副所长；2018年

11月至今担任东莞市瑞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项目经理。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兼

任东莞市理实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东莞市霖鑫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妍霖商贸有

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

周亚民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后。 2011年 8 月至 2017 年

8月曾任公司独立董事。 2002 年 9 月至今任职于东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与能源技术学院，从

事科研、教学工作。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肖家源先生，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4 年 5 月

至 2021 年 4 月担任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21 年 5 月至今担

任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李婉娇女士、周亚民先生、肖家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李婉娇女士和肖家源先生已完成独

立董事资格培训并于 2022年 7月 18日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游秀珍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9年至 1992 年任

职于常平昆仑机械厂，1993年至 1996年任职于樟木头先威玩具厂，1996年加入公司， 现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采购部副经理。

周丽冰女士：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公司采购部文

员，现任公司采购主任、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谭权志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职于东莞市常平

镇松柏塘小学，现任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游秀珍女士、周丽冰女士和谭权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钟科先生：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厦门大学 EMBA在读。 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有丰富的 IPO 上市、投资并购、资本运作、再融资、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经

验；获得新浪财经“金牌董秘” 、“金勋章奖年度董事会秘书”等荣誉。 曾任深南金科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务；兼任东莞市上市公司协会上市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东

莞市私募基金业协会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顾问、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钟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

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泉顺先生：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 年入职公司，历任

职 PMC（生产与物料控制）部门、内部审计部门，担任副总裁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

周泉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任职条件。

李文思女士：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江西奇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 4月入职公司，2021年 8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文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559� � �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2-045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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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累计

收到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1,154.33万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均为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1,154.33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2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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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如下：

2022年 1-6 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销售面积 71.11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73.71 亿元，其

中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面积 52.99万平方米，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金额为 50.14亿元。

二、公司房地产项目开竣工情况如下：

2022年 1-6月， 公司房地产项目新开工面积 43.74 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 177.99 万平方

米。

上述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

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嘉维康 股票代码 3011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柴丹妮 蒋茜

电话 0731-84170075 0731-84170075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茯苓路 30

号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茯苓路 30

号

电子信箱 djwkzqb@djwk.com.cn djwkzqb@djwk.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95,467,591.78 1,254,499,674.84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210,825.98 35,137,758.83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336,504.06 34,361,464.15 1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539,518.07 -44,514,327.54 -462.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23 -17.3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23 -1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3.14% -0.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67,509,924.11 2,994,307,163.51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0,334,011.63 1,679,144,379.44 1.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8,88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毅清 境内自然人 33.97% 70,144,219 70,144,219

钟雪松 境内自然人 10.21% 21,088,356 21,088,356

长沙同嘉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5% 9,800,000 9,8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量

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1% 9,315,294 9,315,294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5% 6,300,000 6,300,000

桐乡稼沃云枫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7% 5,714,285 5,714,285

农银（湖南）壹号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2% 5,000,000 5,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淳

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1% 4,970,421 4,970,421

刘建强 境内自然人 2.09% 4,320,653 4,320,653

熊燕 境内自然人 1.94% 4,000,000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毅清担任长沙同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陈晓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6,900 股，

实际持有 306,900股。

2、公司股东魏吉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4,500 股外，还

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206,643股，实际持有 291,143股。

3、公司股东千日红（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千日红大樟

树远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

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5,

000股，实际持有 225,000股。

4、公司股东孙响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6,500

股，实际持有 176,500股。

5、公司股东李伟领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600 股外，还

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4,

400股，实际持有 17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

于 2022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202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06,505,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4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

币 7,021,193.80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6 月 20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2年 6月 21日。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于 2022年 6月 21日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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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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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满足公司子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近日，公司子公司金湖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湖苏宁” ）为公司子公司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智能终端” ）合同

履约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 6,872.45万元。 公司子公司青岛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岛苏宁易购” ）为公司子公司青岛胶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胶宁” ）向

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700万元的担保。

2、本次担保事项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已经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07月 2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WYE7A8Y

公司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 8号金山大厦 B楼第四层

法定代表人：韩家珍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币专用设备制造；家具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币专用设备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增材制造装备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器具生

产；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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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智能终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0.09亿元，净资产 -4.

06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2 亿元，净利润 -1.77 亿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48.70亿元，净资产 -4.89亿元，2022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96亿元，净利润 -0.83亿元。

苏宁智能终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青岛胶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1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3697154383L

公司住所：青岛市李沧区广水路 771号

法定代表人：左涛

注册资本：22821.1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除卫星地面接收

设备），日用百货，自行车，摩托车，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制冷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计算

机及配件、仪器仪表，乐器，眼镜（不含隐形），钟表，汽车装饰装潢用品、建筑材料、家居用品，

化妆品，服装，箱包，鞋帽，针纺织品，玩具、体育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电动助力车，金银饰

品，工艺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智能卡技术服务和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 汽车销售

（不含小轿车乘用车）；家用空调安装及售后服务；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柜台出租；企业管理咨

询，旅游信息咨询（不含旅行社经营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会议服务；货物装

卸；包装服务；代订酒店；代订火车票、机票；企业形象策划，商品展览展示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及违禁物品）；图书零售、音像制品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二类医疗器械，生鲜肉，鲜水产品，禽蛋，母婴用品（不含食品

及药品），餐具，清洁用品（不含危险品），电子设备，装饰装潢用品，手机卡；汽车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 ；餐饮管理；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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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胶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25亿元，净资产 2.67亿元，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12.50 亿元， 净利润 -0.05 亿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4.97 亿

元，净资产 2.68亿元，2022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58亿元，净利润 0.01亿元。

青岛胶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苏宁智能终端担保内容

（1）担保金额：对债权人的应付款 6,872.45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金湖苏宁将编号为苏（2020）金湖县不动产权第 0101230 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对债权人

的应付款承担本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责任。

（3）担保期限：依据各主合同及合同附件约定。

（4）担保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中应履行的一切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

的主债权、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是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担保

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强制执行费、公证费等）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担保范围。

2、青岛胶宁担保内容

（1）担保金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700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青岛苏宁易购将编号为鲁（2019）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52585 号、0052584 号、0052543 号、

0052548号、0052570号和 0052551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对债权人的应付款承担本合同约定的

抵押担保责任。

（3）担保期限：依据各主合同及合同附件约定。

（4）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和其他应付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行为，考虑了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资金需求，符合

公司经营实际需求， 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本次子公司提供担保内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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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1、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872,321.05万元，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18,834.06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3.05%； 公司对上海星图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港币 160,395.15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4.29%。

2、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667.66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17%。

3、公司子公司对公司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 1,116,743.14

万元。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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