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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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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3,000,00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05 号）核准，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荣晟环保”）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680,000 股，并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总股本为 95,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26,680,000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9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68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本次
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5 名，分别为冯荣华、陈雄伟、陆祥根、张云芳、冯晟
宇、冯晟伟。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33,000,000 股，占发行人总
股本的 74.99%，将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126,680,000 股，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31,68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5,000,000 股。
2、2018 年 1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1,870,000 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由授予前
的 126,680,000 股增加至 128,550,000 股，其中有限售流通股为 96,870,000 股，无限
售流通股为 31,680,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 月 16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

3、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送红股 4 股（含税），共计派送红股 51,420,000 股。 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
本由 128,550,000 股增加至 179,97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5,618,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4,352,000 股。

4、2018 年 7 月 3 日，因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郑立聪已离职，其已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对这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8,000 股股份进行
回购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79,970,000 股减少至 179,942,000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5,59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4,352,000 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回购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5、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经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首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1 人共计 2,590,000 股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
理。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予以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79,942,000 股减少至 177,352,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3,000,000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4,352,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11 日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 177,352,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3,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4,352,00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

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冯荣华、张云芳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 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年末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0%；
（3）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在服从和满足所有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的前提下，

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 并由发行人及时予
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4） 减持方式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但如果其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转让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 1%
的，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则违反承诺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自动延长持有发行人
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6 个月。

2、股东冯晟宇、冯晟伟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 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年末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
（3）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通知发行人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减持方式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但如果其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转让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 1%
的，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则违反承诺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冯晟宇、
冯晟伟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自动延长持有发行人全部股份
的锁定期 6 个月。

3、公司股东陈雄伟、陆祥根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 12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 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年末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3）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通知发行人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减持方式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但如果其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转让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 1%
的，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则违反承诺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陈雄伟、
陆祥根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自动延长持有发行人全部股份
的锁定期 6 个月。

2017 年 12 月 1 日公司收到股东陈雄伟、陆祥根的《关于自愿延长限售股锁定
期的承诺函》， 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限售期
满之日起自愿延长锁定期两年， 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2 月 2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自愿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4、时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冯荣华、陈雄伟、陆祥根承诺：在
本人担任荣晟环保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冯荣华、张云芳夫妇、陈雄伟、陆祥根除遵守上述承诺外，还承诺：所持公司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若因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下同）不
低于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荣晟环保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
荣晟环保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3,000,00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冯荣华 85,177,743 48.03 85,177,743 0

2 陈雄伟 10,986,864 6.19 10,986,864 0

3 陆祥根 10,746,806 6.06 10,746,806 0

4 张云芳 9,288,587 5.24 9,288,587 0

5 冯晟宇 8,400,000 4.74 8,400,000 0

6 冯晟伟 8,400,000 4.74 8,400,000 0

合计 133,000,000 74.99 133,000,000 0

注：若出现比例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33,000,000 -133,0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3,000,000 -133,0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A股 44,352,000 133,000,000 177,352,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4,352,000 133,000,000 177,352,000

股份总额 177,352,000 0 177,352,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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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持有上市

公司 235,281,37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88%，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为 75,6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32.13%。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收到
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通知， 宜昌兴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
解质和质押登记手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股东名称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4,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7%

解质时间 2020年 1月 10日

持股数量 235,281,376

持股比例 22.88%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70,800,00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09%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89%

本次解质的股份将用于控股股东宜昌兴发办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质押物，详
情见下。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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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昌
兴
发

是 4,800,000 否 否 2020/1/
10

2022/1/
10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宜 昌
分行

2.04 0.47
日常经
营资金
需求

2. 上述质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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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
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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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昌
兴
发

235,281,376 22.88 70,800,000 75,600,000 32.13 7.35 0 0 83,995,029 0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本次质押主要为满足宜昌兴发日常经营融资需求，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

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宜昌兴发所持公司股票质押率处于合理水平，且其具备相
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相关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
情形。 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宜昌兴发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上述质押
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会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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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5 证券简称：荣晟环保 公告编号：2020-003
债券代码：113541 债券简称：荣晟转债

证券代码：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7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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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岱

美股份”）监事陆备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71,969 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677%；监事邱财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 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699%。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监事陆备军先生因个人资金需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窗口期等期间不得减持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 167,900 股的公司股份，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0.0419%，占
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25%,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
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监事邱财波先生因个人资金需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窗口期等期间不得减持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 70,000 股的公司股份， 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0.0175%，占
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25%,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
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陆备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71,969 0.1677% IPO前取得：671,969股

邱财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80,000 0.0699% IPO前取得：28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陆备军 135,600 0.0338% 2018/12/27～2019/
6/25 20.38-29.27 2018/12/6

邱财波 27,644 0.0069% 2018/12/27～2019/
6/25 20.32-20.63 2018/12/6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陆备军 不超过：
167,900股

不超过：
0.0419%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67,900

股

2020/2/11～
2020/8/9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已
持有的股份

个人资金
需求

邱财波 不超过：
70,000股

不超过：
0.017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70,000股

2020/2/11～
2020/8/9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已
持有的股份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陆备军先生和邱财波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陆备军先生和邱财波先生还特别承诺：
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本人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是 □否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系陆备军先生和邱财波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 陆备军先生和邱财波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
是否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陆备军先生和邱财波先生承诺 ,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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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0-004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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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股东收益，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0 万元的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2）。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及附件，委托民生银行对公司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到期，到期金额为 5,000 万元。 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529,222.22 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
司已将本金及收益划转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最近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产品 13,000 13,000 129.82 0

2 银行结构性产品 7,000 7,000 74.81 0

3 银行大额存单 6,500 6,500 63.94 0

4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 13,000 144.52 0

5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107.05 0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 8,000 75.79 0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52.92 0

8 银行结构性产品 8,000 0 / 8,000

合计 67,500 59,500 648.85 8,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6,5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0.2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2.6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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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共向 181 名激励对象授予 219.2 万股股票， 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限制性股票变为 657.6 万股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 本 为
538,404,333 股。 2019 年，由于 10 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
共计 19.05 万股。 因此，公司总股本由 538,404,333 股变为 538,213,833 股。

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注册资
本变更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青浦区朱家角镇沪青平公路 6335 号 7 幢 461
法定代表人：朱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53821.3833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10 月 14 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10 月 14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潢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室

内装潢及设计，水电安装，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家具、木制品、机
电设备、暖通设备、安全防范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3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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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收到控股股东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投公司”）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因国企改革和市管企业主要领导调整，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决定，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免税集团”）托管海投公司。

此前，公司董事长鲁君四已获委任担任免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并不再担任海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上述事项的法定程序履行完毕后，公司将按规定进一步披露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相关事项变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185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 2020-007
债券代码：135577、150385、143195、143226、151272
债券简称：16 格地 01、18 格地 01、18 格地 02、18 格地 03、19 格地 01

本公司相关股东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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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控股”）持有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17,142,14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12%；本次解除
质押 40,290,000 股后，龙宇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5,700,000 股，占其持股的比例
为 30.48%；

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136,353,70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4%；本次解除质押 40,290,000 股后，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质押公司股份
50,300,000 股，占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36.89% 。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龙宇控股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书，龙宇控股将其质
押给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40,29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
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40,29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67%
解质时间 2020年 1月 10日
持股数量 117,142,149股
持股比例 28.1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5,7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57%

本次解质股份拟用于后续质押或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龙宇控股与刘振光先生、徐增增女士构成一致行动人，截止目前，龙宇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质押数量
（股）

质押占其
持股比例

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龙宇控股 117,142,149 28.12% 35,700,000 30.48% 8.57%

徐增增 12,284,948 2.95% 9,400,000 76.52% 2.26%

刘振光 6,926,611 1.66% 5,200,000 75.07% 1.25%

合计 136,353,708 32.73% 50,300,000 / 12.08%

注：比例合计数产生的误差为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2020-006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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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公司下属及控股公司水电站累计完成发电量 6.471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95%；其中：重庆地区 6.070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74%；芒牙河二级电站所处云南

地区 0.400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9.00%。 公司下属及控股公司水电站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6.435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87%；其中：重庆地区 6.037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67%；云南地区 0.398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8.90%。 鱼背山电厂、双河电厂、赶场电厂、长滩电厂及瀼渡电厂为公司自有电厂未核定上网电价，其他电站发电上网均价为
0.40 元（含税）。 现将公司下属及控股公司各水电站 2019 年度发电量及上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万
千瓦） 持股比例（%）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2019年 2018年 同比变动比例（%） 2019年 2018年 同比变动比例（%）

1 鱼背山电厂 1.70 100 0.4327 0.4666 -7.27 0.4310 0.4643 -7.17

2 双河电厂 2.83 100 0.8698 1.0785 -19.35 0.8670 1.0756 -19.39

3 赶场电厂 3.75 100 1.1777 1.4482 -18.68 1.1739 1.4444 -18.73

4 长滩电厂 0.64 100 0.1040 0.1270 -18.11 0.1029 0.1258 -18.20

5 瀼渡电厂 0.13 100 0.0179 0.0276 -35.14 0.0179 0.0276 -35.14

6 重庆市万州区恒丰水电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0.12 100 0.0632 0.0684 -7.60 0.0632 0.0684 -7.60

7 向家嘴电厂 1.26 88.89 0.2577 0.2985 -13.67 0.2551 0.2956 -13.70

8 杨东河水电站 4.80 100 1.3666 1.5134 -9.70 1.3593 1.5012 -9.45

9 峡门口电站 0.80 99.85 0.1375 0.1534 -10.37 0.1356 0.1513 -10.38

10 两会沱水电站 2.00 99.85 0.3843 0.4059 -5.32 0.3799 0.4010 -5.26

11 镇泉水电站 3.00 99.85 0.4581 0.3330 37.57 0.4543 0.3285 38.30

12 金盆水电站 2.50 99.85 0.3770 0.2405 56.76 0.3741 0.2373 57.65

13 新长滩电站 0.96 100 0.4242 0.2795 51.77 0.4229 0.2787 51.74

14 芒牙河二级电站 2.49 55.56 0.4006 0.4402 -9.00 0.3982 0.4371 -8.90

合计 26.98 6.4713 6.8807 -5.95 6.4353 6.8368 -5.87

注 1：镇泉引水电站由于引水隧洞检修，2018 年 1-4 月未运行发电。
注 2：金盆水电站、新长滩水电站均于 2018 年 5 月投产发电。
注 3： 公司本期发电量同比下降主要系水电站所处流域来水量减少所致。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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