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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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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于2022年7月29日下午17：

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会议通知以电话及文本

方式于2022年7月26日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董事吴少刚

先生、曾庆祥先生、独立董事高琦先生、徐明新先生、张双才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郭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郭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期限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

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郭轩（召集人）、吴少刚、王庆、张双才。

审计委员会：张双才（召集人）、郭轩、高琦。

提名委员会：高琦（召集人）、王庆、徐明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明新（召集人）、曾庆祥、张双才。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郭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钟锟先生、曾庆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王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郭轩先生目前已与公司签署劳务合同， 并已向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公司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将在未来一个月内完成。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具有一定的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能够胜任

所聘职务。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附件：

董事长简历：

郭轩先生，中国国籍，1966�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石家庄拖拉机厂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

郭轩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总经理、副总经理简历：

1、钟锟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机电工程专业，专科学历。历任

河南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有限公司品保部担当及公司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市场

部业务经理、 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监、 北京旭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公司石墨烯产业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光电产业市场投资部总经理及公司

副总经理。

钟锟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曾庆祥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出生，焦作矿业学院学士学位，工程师。历任安阳第二机

床厂工程师、安彩高科车间主任、东旭集团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现任东旭光电装备事业部副

总裁及公司副总经理。

曾庆祥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简历：

王庆先生，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

历。曾任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厦门骏青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

王庆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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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于2022年7月29日下午17:

3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7

月26日以文本或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其中监事张璐敏女士、陈

锡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监事韩远先生代为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陈锡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期限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7月29日

附件：陈锡先生简历

陈锡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河北大学统计学专业，本科学

历。历任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保定远东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及公司石墨烯产业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公司运营人力部总经理。

陈锡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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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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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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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9日9:15至15:00中的任意时间。

2、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综合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郭轩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4人，代表股份数1,094,742,07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9.44%，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1,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0.0000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数1,069,412,

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99%，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1,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6人，代表股份数25,329,1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45%，其

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6、《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1《非独立董事郭轩》；

7.2《非独立董事吴少刚》；

7.3《非独立董事王庆》；

7.4《非独立董事曾庆祥》。

8、《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8.1《独立董事高琦》；

8.2《独立董事徐明新》；

8.3《独立董事张双才》。

9、《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9.1《监事陈锡》；

9.2《监事韩远》。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议案 1、2、3� 、4、5、6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其中议案1为特别表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7、8、9为累计投票议案。

（一）非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

1 1,075,843,862 98.27% 17,975,908 1.64% 922,300 0.08%

通过

议案

2 1,075,843,862 98.27% 17,975,908 1.64% 922,300 0.08%

通过

议案

3 1,075,843,862 98.27% 17,975,908 1.64% 922,300 0.08%

通过

议案

4 1,075,838,262 98.27% 17,981,508 1.64% 922,300 0.08%

通过

议案

5 1,085,421,970 99.15% 8,312,900 0.76% 1,007,200 0.09%

通过

议案

6 1,085,543,370 99.16% 8,191,500 0.75% 1,007,200 0.09%

通过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

1 1,075,843,862 98.27% 17,974,408 1.64% 922,300 0.08%

议案

2 1,075,843,862 98.27% 17,974,408 1.64% 922,300 0.08%

议案

3 1,075,843,862 98.27% 17,974,408 1.64% 922,300 0.08%

议案

4 1,075,838,262 98.27% 17,980,008 1.64% 922,300 0.08%

议案

5 1,085,420,470 99.15% 8,312,900 0.76% 1,007,200 0.09%

议案

6 1,085,541,870 99.16% 8,191,500 0.75% 1,007,200 0.09%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

1 0 0.00% 1,500 100.00% 0 0.00%

议案

2 0 0.00% 1,500 100.00% 0 0.00%

议案

3 0 0.00% 1,500 100.00% 0 0.00%

议案

4 0 0.00% 1,500 100.00% 0 0.00%

议案

5 1,500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6 1,500 100.00% 0 0.00% 0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

1 7,254,100 27.74% 17,975,908 68.74% 922,300 3.53%

议案

2 7,254,100 27.74% 17,975,908 68.74% 922,300 3.53%

议案

3 7,254,100 27.74% 17,975,908 68.74% 922,300 3.53%

议案

4 7,248,500 27.72% 17,981,508 68.76% 922,300 3.53%

议案

5 16,832,208 64.36% 8,312,900 31.79% 1,007,200 3.85%

议案

6 16,953,608 64.83% 8,191,500 31.32% 1,007,200 3.85%

（二）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得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是否当选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①

非独立董事郭轩

1,079,962,689 98.65%

是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②

非独立董事吴少刚

1,082,190,914 98.85%

是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③

非独立董事王庆

1,080,867,296 98.73%

是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④

非独立董事曾庆祥

1,083,375,482 98.96%

是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①

独立董事高琦

1,081,601,508 98.80%

是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②

独立董事徐明新

1,083,810,114 99.00%

是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③

独立董事张双才

1,084,089,117 99.03%

是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①

监事陈锡

1,082,424,308 98.87%

是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②

监事韩远

1,082,709,010 98.90%

是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得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数比例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①

非独立董事郭轩

1,079,961,189 98.65%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②

非独立董事吴少刚

1,082,189,414 98.85%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③

非独立董事王庆

1,080,865,796 98.73%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④

非独立董事曾庆祥

1,083,373,982 98.96%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①

独立董事高琦

1,081,600,008 98.80%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②

独立董事徐明新

1,083,808,614 99.00%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③

独立董事张双才

1,084,087,617 99.03%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①

监事陈锡

1,082,422,808 98.87%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②

监事韩远

1,082,707,510 98.90%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①

非独立董事郭轩

1,500 100.00%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②

非独立董事吴少刚

1,500 100.00%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③

非独立董事王庆

1,500 100.00%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④

非独立董事曾庆祥

1,500 100.00%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①

独立董事高琦

1,500 100.00%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②

独立董事徐明新

1,500 100.00%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③

独立董事张双才

1,500 100.00%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①

监事陈锡

1,500 100.00%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②

监事韩远

1,500 1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得票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数比例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①

非独立董事郭轩

11,372,927 1.04%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②

非独立董事吴少刚

13,601,152 1.24%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③

非独立董事王庆

12,277,534 1.12%

议案

7

中子议案

④

非独立董事曾庆祥

14,785,720 1.35%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①

独立董事高琦

13,011,746 1.19%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②

独立董事徐明新

15,220,352 1.39%

议案

8

中子议案

③

独立董事张双才

15,499,355 1.42%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①

监事陈锡

13,834,546 1.26%

议案

9

中子议案

②

监事韩远

14,119,248 1.2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白松、严盼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及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2-040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郁霞秋、郁全和、邱其琴、黄忠和、

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及董事、副总裁卢斌先生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3,247,7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96%）的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郁霞秋、郁全和、邱其琴、黄忠和、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164,967,4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35%）。

2、持有公司股份2,958,3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4%）的董事、副总裁卢斌先生，计划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739,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9日接到控股股东长

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润发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郁霞秋、郁全和、邱其

琴、黄忠和、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江股

权投资” ）以及董事、副总裁卢斌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长江润发集团

470,667,365 38.08%

长江股权投资

30,965,390 2.51%

郁霞秋

13,016,952 1.05%

郁全和

11,833,594 0.96%

邱其琴

8,875,194 0.72%

黄忠和

7,889,295 0.64%

按一致行动人合计

543,247,790 43.96%

卢 斌

2,958,398 0.2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安排。

2、股份来源：长江润发集团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二级市场增持股份、非公开发行取

得的股份；长江股权投资为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郁霞秋、郁全和、邱其琴、黄忠和、卢斌为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上述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减持数量、比例和方式：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计划减持数量

（

股

）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长江润发集团

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123,598,302 10.0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协议转让等

长江股权投资

30,965,390 2.51%

郁霞秋

3,254,238 0.26%

郁全和

2,958,399 0.24%

邱其琴

2,218,799 0.18%

黄忠和

1,972,324 0.16%

按一致行动人合计

164,967,452 13.35%

卢 斌 董事

、

副总裁

739,600 0.06%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

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

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6、本次拟减持事项与长江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卢斌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

承诺一致。

三、股东所作相关股份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人：郁霞秋、郁全和、邱其琴、黄忠和、卢斌

承诺内容：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并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2、2016年非公开发行时股份锁定承诺

承诺人：长江润发集团、长江股权投资

承诺内容：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认购公司新增股份时，新取得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不转让，36个月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风险提示

1、长江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卢斌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长江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卢斌先生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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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

规定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若本次披露的股份全部减持完毕， 长江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继续持有公司

30.61%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长江润发集团、长江股权投资、郁霞秋、郁全和、黄忠和、邱其琴、卢斌出具的《股份减持

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关于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

定，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

的情形，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上述终止情形出现

后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2年7月29日，并于

2022年7月30日进入清算程序。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泰达宏利品牌混合

基金代码：A类基金份额007678，C类基金份额007679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9年9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而无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2022年7月29日日终，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为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应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

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基金财产清算安排

1、本基金最后一个运作日为2022年7月29日，自2022年7月30日（最后运作日的下一日）

起进入清算程序，停止办理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并且之后不再恢复。本基金进入清算程

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2、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

计师、 律师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

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

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进行公告，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

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五）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不低于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

的期限。

四、基金财产清算中的事项说明

（一）停牌证券或其他无法及时变现证券

如清算期内仍有持仓证券停牌或其他无法及时变现的证券，则本基金可能需要进行多次

清算。停牌证券或其他无法及时变现的证券的恢复流通时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且锁定期

内价格波动亦存在不确定性，故投资者存在无法及时获得清算款，或获得的清算款远低于最

后运作日份额净值的风险。

（二）结算备付金、保证金及应收利息

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基金管理人可以使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最低结算备付金和交易席位

保证金，以及清算期间产生的应收利息等，该垫付资金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

收回款项、结息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五、特别提示

1、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清算的相关后续公告。

2、投资者可以登陆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或拨打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

客户服务号码400-698-888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74� � �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码：2022-034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爱文女士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合生企业” ） 持有公司股份15,500,0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0%）。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合生企业出具的《股

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股东持股情况介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合生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来源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

股

）

无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

股

）

累计已质押股

份数量

（

股

）

合生企业

15,500,000

首发前股份

4.60% 0 15,500,000 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方式及比例：合生企业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15,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0%）。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5、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

变动事项，上述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合生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中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合生企业在承诺期36个月内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 该承诺已于2020年3月24日到期

履行完毕。

2、持股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其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

愿锁定的承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2年内，其将视财务情况和资金需求对公司股份进行

增持或减持。在锁定期满后2年减持公司股份的，每年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上述减持行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拟减持公司股票的， 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

公司承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 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

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需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合生企业在承诺期内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 该承诺已于2022年3月24日到期履行完

毕。

四、相关风险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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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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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相关

承诺。

2、 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4、在上述股份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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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合生企业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77�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8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控股股东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169,410,3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9.8877%）的控股股东热键电子（香港）

有限公司，计划自本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5,65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热键电子（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热键” ）出具的《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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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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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二）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香港热键电子持有公司股份169,410,378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59.8877%，未有股份质押。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香港热键自身经营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因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不超过5,65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4.拟减持区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拟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6.拟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香港热键于2011年4月12日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限为2011年4月28日至2014年4月27日。该股

份已于2014年4月28日上市流通，本次减持的股东香港热键未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2.香港热键于2011年4月12日做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期限为无期限。此承诺事项

得到严格执行；

3. 香港热键于2014年9月25日承诺自2014年9月25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此承诺事项得到严格执行并已履行完毕；

4.香港热键于2016年1月13日承诺自2016年1月13日起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此承诺事项得到严格执行并已履行完毕；

5. 香港热键于2016年11月11日承诺自2016年11月11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此承诺事项得到严格执行并已履行完毕；

6.香港热键承诺自2016年11月18日起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此承诺事项得

到严格执行并已履行完毕；

7.�控股股东香港热键、实际控制人曾浩先生承诺：自2019年9月24日起六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此承诺事项得到严格执行并已履行完毕。

综上，截至本公告日，香港热键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

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香港热键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价减持计划，具

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也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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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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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香港热键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香港热键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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