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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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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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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33,145,9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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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浪环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300385
证券事务代表

汪崇标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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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2020 号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2020 号

传真

0510-85183412

0510-85183412

电话

0510-85183412

0510-85183412

电子信箱

zqsw@cecm.com.cn

zqsw@cec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2022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是我国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之一，由此可见，我国坚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战略目标定位始终未动摇。然而，各细分行业的发展形势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均是机遇与
挑战并存，具体而言：
1、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系统业务
①垃圾焚烧发电领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数量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绝对数量与
相对占比大幅提高。截至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比2020年末提高0.83
个百分点。而为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国家发
改委于2021年4月印发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了未来仍将
持续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由此可见，生活垃圾的处置需求仍然很大。而我国生活垃圾常用
的处置技术有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其中焚烧方式可避免填埋处置产生填埋气体而形成
的温室气体，且减量化效果最为明显。2022年2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5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要达到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要达到60%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重要达到65%左右。
在双碳背景下，结合上述相关政策来看，垃圾焚烧发电在垃圾处理方面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故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未来景气度仍然较高。然而，
“国补政策”的调整及双碳目标对清
洁能源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数量和进度，但同时也势必会
对原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排放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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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尾气处理设备的供应商，在这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
将在积极拓展市场的同时，努力为原有客户及潜在客户提供增值服务，让用户在“减碳、治
污、降耗、节能、增效“五个方面得到提升，此外，还将积极拓展多领域废气治理场景的应
用，助力客户的治污减碳工作。
②钢铁领域
近年来，钢铁行业各项减碳政策相继出炉。2021年1月26日，工信部提出从严禁新增钢铁
产能、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进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和坚决压缩钢铁产量四个方面压减钢铁产
能；5月7日，工信部印发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对提高产能置换要求又进
行了更进一步的明确；9月16日，发改委又发布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明确了要强化和完善能耗双控制度的目标；此后，国务院又相继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推动钢
铁行业碳达峰，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执行产能置换、严禁新增产能、淘汰
落后产能，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替代。由此可见，“十四五”时期，在“双碳”
政策的影响下，供给侧改革由“去产能”转变为了“产能产量双控”，钢铁也将从能耗“双控”
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未来新建钢铁项目可能会有所放缓。然而，与此同时，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长陈克龙亦表示未来钢铁行业要实现“低碳绿色的钢铁”、“布局优化的
钢铁”、
“基数先进的钢铁”、
“安全可靠的钢铁”和“效益突出的钢铁”。就行业低碳绿色发展
来看，未来要实现双碳目标，势必需要进一步加强超低排放改造，彻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迈向高质量发展。
公司作为钢铁行业尾气处理及灰渣输送设备的供应商，在这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
将进一步从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强化升级，时刻关注行业相关政策，助力客户打造绿色
低碳型企业。
2、危废处置行业
2022年是我国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里规划的收官之年，严查严控
偷存偷排偷放或违法违规处置危险废物等仍然是相关部门的重点工作，因此，危废处置行业
景气度仍然较高。然而，伴随着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技术在危废处置领域的深入推进以及危废
处置核准量的不断增加，传统危废处置市场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多地危废处置单价有所
下滑。
公司作为危废处置设备的供应商及危废处置运营服务的提供商，在目前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背景下，将通过不断提升客户精细化管理、技术管理升级等多种途径，努力拓展市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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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适时进一步加大资源化布局。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已明确提出：努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将是“十四五”期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旋律。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这一历史机遇，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在巩固原有装备业务领域及
危废处置相关业务领域等主营业务战略地位不动摇的同时，一方面积极推动原有装备业务向
多领域治理场景的应用转型，另一方面亦加大了在资源化领域的新布局。具体而言，2021年，
公司业务概况及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巩固主营业务发展，推动原有装备业务向多领域治理场景应用转型
①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业务
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业务，主要包括了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系统的设
计、销售及安装，相应于此的主要产品为烟气净化和灰渣处理系统设备。目前，公司烟气净
化与灰渣处理业务的主要应用领域为垃圾焚烧发电和钢铁冶金行业，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净化
垃圾焚烧及钢铁冶金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和飞灰，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噁英、重金属、
粉尘及PM2.5等有害物质的排放，输送炉渣、钢渣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等。
报告期内，公司紧扣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以客户为中心，严抓生产，狠抓服务，构建
了覆盖投标、生产、售后等全流程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为快速了解并及时满足客户需求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加之多年来形成的品牌及技术优势，2021年，公司烟气净化系统设备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约12.28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1.27%，公司灰渣处理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2.23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3.47%，其中，顺利中标并成功签约的安定循环经济园区项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6*850t/d烟气处理系统设备项目为截至目前北京市单体最大的项目，上
述成绩的取得是客户对雪浪环境的认可，亦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传统业务领域的地位。
近年来，公司所处垃圾焚烧及钢铁冶金行业面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补贴退坡等压力使
得公司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业务所面临的竞争逐步加剧，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报
告期内，公司在巩固传统业务领域地位的同时，积极探索了向多领域废气治理场景的应用转
型，目前，已实现了VOC领域的零突破，为公司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②危险废弃物处置业务
公司危废处置相关业务既包括对危险废弃物的焚烧、物化和填埋处置，又包括危废处置
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危险废弃物处置是指将列入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或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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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定标准及鉴别方法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进行处置，以实现危险
废物的减量化与环境的无害化的过程。
公司危废处置设备相关业务由公司母公司开展，危险废弃物的处置运营业务则是以控股
子公司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为依托展开的。近年来，公
司危废处置设备业务与危废处置运营业务相互促进，很好的形成了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报
告期内，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及水泥窑协同处置等因素影响，公司所处危废处置领域竞争激
烈，但公司危废处置板块子公司通过为客户延伸增值服务、对客户进行精细化分类管理等方
式，进一步增强了客户认可度，从而增强了业务开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废物处理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约2.77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8.63%。
（2）加大资源化业务领域新布局
为积极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2021年初，公司制定了“稳抓原有
主营业务，加大资源化业务领域新布局”的发展战略。代表公司新的发展动力和方向的新产
业发展中心经过潜心研究与积累，早已掌握了工业污泥/灰渣熔融资源化、市政污泥焚烧、有
机垃圾资源化、高氯/高盐废物焚烧、土壤修复等成套处置技术。报告期内，其凭借自身的技
术积累，顺利推进了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含铜废弃物10万吨/年的技改工程项目，为公
司深入布局资源化领域的新赛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公司又凭借相关项目经验及技术
积累，先后顺利与福建嘉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福建嘉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含金属废
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工艺设备总承包合同》，与朴玛（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等离子
体技术危废资源再生及趋零排放处置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尾气处理合同》，进一步加快了公司进
入资源化业务领域的步伐。
（3）持续不断的强化技术创新，巩固和提升技术实力
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深知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更好的满足并超越客户需求，公
司亦深刻感受到了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入十四五时期，面对环保产业的深刻变革，
国家对环保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更是预见到了技术创新的战略性。为此，公司始终
坚持不断的强化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技术创新，并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新获得授权的16项专利均与公司主要
技术相关，且过半数已应用于公司产品。与此同时，为了使公司的技术创新更加贴近客户需
求，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长盈还通过主办“固废处理供应商管理研讨会”等活动，与行业专
家、合作伙伴等共同探讨行业技术，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此外，公司还与中南大学及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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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开展了产学研合作，拓宽了公司的技术创新渠道。
（4）深化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动力
2021年，是公司由民营上市公司转变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完整元年，这一年，公司党
支部顺利升格为了党总支，并下设了综合党支部、产业党支部和青年党支部，分别聚焦于管
理优化、业务能力提升和青年人才培养。这一年，党组织严格规范执行了“三重一大”相关
要求，积极推进了党建工作与公司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组织力、增强了政治功
能，发挥了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用，凝聚了发展的新动力，构建了国企党建的新局面。
（5）深化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管理水平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精细化管理对于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亦起着
不容忽视的作用。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推行了全面预算管理，完善了涵盖计划、预算、决
算、分析与考核的全面管理体系；另一方面突出了计划管理的核心关键地位，在超预期满足
客户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公司还持续推进了企业经营管理软件平台的搭建
工作，不断优化公司的业务流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理，提高
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6）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发展软实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增强员工凝聚力、
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基本条件。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召开企业文化研讨会、组织宣贯、评选企
业文化之星等多种方式，使得“担当、诚信、务实、精进”的企业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为全
体员工树立了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未来，公司会进一步将这一文化理念与经营管理相融合，
真正做到将公司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不断提升公司发展的软实力。
（7）践行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
雪浪环境作为环境治理设备的供应商以及危废处置运营服务的提供商，一直以来就担负
着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自设立之初，公司便以“保护地球家园，让
人类生存环境更加美好”作为自身的企业使命，足以体现雪浪环境想要践行社会责任的决心。
报告期内，面对不断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雪浪环境全体员工秉承“担当、诚信、务实、
精进”的企业文化理念，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加强防控措施、提升自我保护的同时，
狠抓项目进度、力保产品供应，不断砥砺前行，始终把国企担当镌刻在抗疫情保民生的前沿
阵地上。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卓越更是在2021年7月份南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的危急时
刻，毫不犹豫的响应了南京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协同处置医废的行列，经
过20余天的抗战，最终做到了处置零事故、医废零库存、人员零感染，成功打赢了这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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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的“战争”，真正践行了“做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这一企业价值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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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3,624,510,946.93

3,837,629,303.97

-5.55%

3,322,725,939.11

983,447,997.56

861,602,351.21

14.14%

1,219,306,156.93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9 年末

2021 年

2020 年

1,812,493,846.22

1,487,949,564.13

21.81%

1,242,529,677.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1,845,646.35

-335,643,313.67

136.30%

89,840,477.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776,234.00

-407,900,074.81

106.32%

62,895,509.0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271,493.50

106,742,864.80

-43.54%

113,419,342.4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57

-1.0075

136.30%

0.269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657

-1.0075

136.30%

0.269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21%

-32.33%

45.54%

7.63%

营业收入

2019 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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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30,055,934.40

421,979,095.57

439,125,924.75

521,332,891.5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233,304.97

27,933,258.99

5,016,724.02

65,662,358.3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020,002.96

27,352,589.70

3,951,534.34

-25,547,893.00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475,178.70

128,510,332.51

-89,751,196.21

162,987,535.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16,560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15,375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0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29.86%

99,481,250

0

杨建平

18.35%

61,125,099

54,957,824

4.00%

13,322,000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其他
9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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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惠芬

境内自然人

3.86%

12,857,732

0

杨建林

境内自然人

1.38%

4,592,468

0

沈祖达

境内自然人

1.21%

4,024,996

0

无锡市金禾创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0.97%

3,243,242

0

黄春钢

境内自然人

0.72%

2,383,300

0

杨晓平

境内自然人

0.44%

1,473,444

0

周懿

境内自然人

0.33%

1,111,800

0

杨建平先生与许惠芬女士为夫妻关系，其二人与广州
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90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杨建林先生与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建平先生为兄弟关系，新苏环保及沈祖达先生与上述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
剩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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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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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不含子公司）新取得了16项专利证书，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2日、
2021年8月10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11月5日及2021年12月1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044、052、074、077）。
2、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
税务局联合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1）。
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了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征收安置科发布的《房屋征收拆迁通

10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知书》。此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的议案》，公司与太湖街道办事处签署了《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公司分
别 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 、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在 创 业 板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收到<房屋征收拆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7）、
《关于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暨收到拆迁补偿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2）
。
4、报告期内，公司按照鑫沅资产签发的《财产份额转让通知书》的要求，受让了鑫沅资
产所持有的南京雪浪金盈3,000万元整的出资份额及对应的固定收益差额，并完成了相应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后，公司收到了鑫沅资产签发的新的《财产份额转让通知函》，通知公司
按照新通知函的约定履行财产份额受让事宜；公司一次性受让了鑫沅资产23,200万元整的出
资份额及相应的固定收益差额。此后，鑫沅资产不再持有南京雪浪金盈之份额，公司与西藏
金缘、栖霞科投及钟山创意共同修订并重新签署了《合伙协议》，且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记。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3日、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0月29日及2021年11月26日在创业
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环保
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8）、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
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环保产业并购基金修订<
合伙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金的进
展公告》（2021-075）。
5、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相毅浩先生因个人原因从平安证券离职，不再担
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3）。
6、公司股东杨建平先生和许惠芬女士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19,988,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其中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4%。此后，其二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3,48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04%）转让给了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9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该基金由杨建平先生持有100%份额，杨建平先生及许惠芬女士共同与该基金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2021年9月24日-2021年12月30日，股东杨建平及许惠芬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将其持有的公司984.2万股转让给了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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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期内，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公司于2021年10月13日在创业
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8、报告期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建平先生和许惠芬女士共同控制的企业上海稷泽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基金合伙人共同签署了《无锡雪浪金茂环保产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修正案》。公司于2021年12月1日、2021年12月10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设立产业
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6）、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设立产业并
购基金的进展公告》（2021-081）。
9、报告期内，公司提前偿还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的并购贷款并办理了南京
卓越51%股权解除质押的手续，收到了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
知书》。公司于2021年12月8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归还并购贷款暨子公司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9）。
10、报告期内，沈祖达先生已按照《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相关要求，足额购买了雪浪
环 境 股 票 。 公 司 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 在 创 业 板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签署<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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