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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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大股东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于近日对其所持公司 399,592,400 股无

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回购，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76%。
不涉及新增融资和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12,975,72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96%， 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为
863,215,911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77.56%。

是否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否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收到大股东西藏

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润澜”）的通知，东方润澜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协议》，对其质押给
中信证券的 399,592,400 股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回购。

一、股份质押情况
1、延期购回股份涉及的前次质押及本次延期情况（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
否
为
限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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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补
充
质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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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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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西藏东
方润澜
投资有
限公司

控股
股东
全资
子公
司

186,000,000 否 否 2017-4-2
6

2020-4-2
6

2020-10-
26

中
信
证
券

65.63% 10.76%

股东
方生
产经
营

84,142,400 否 否 2017-10-
20

2020-4-2
0

2020-10-
20

64,725,000 否 否 2017-10-
24

2020-4-2
4

2020-10-
24

64,725,000 否 否 2017-10-
26

2020-4-2
6

2020-10-
26

合计 399,592,400

2、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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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情况。

3、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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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股
份数量

冻结股
份数量

限售
股份
数量

冻结
股份
数量

东方集
团有限
公司

492,822,091 13.27
%

371,457,61
2

371,457,61
2

75.37
%

10.00
% 0 0 0 0

西藏东
方润澜
投资有
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

491,758,29
9

491,758,29
9

80.77
%

13.24
% 0 0 0 0

张宏伟 11,299,049 0.3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112,975,72
7

29.96
%

863,215,91
1

863,215,91
1

77.56
%

23.24
% 0 0 0 0

备注：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宏伟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 张宏伟先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94%股权，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

二、股份质押其他情况说明
1、 东方润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含本次质押）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质押股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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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融资余
额

东方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279,720,280 2019-11-
22

2020-11-
25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

行

75.37% 10.00%

5亿元

91,737,332 2019-12-
4

2020-11-
28 1.65亿元

西藏东
方润澜
投资有
限公司

控股
股东
之全
资子
公司

186,000,000 2017-4-2
6

2020-10-
26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0.77% 13.24%

3.57亿元

84,142,400 2017-10-
20

2020-10-
20 1.61亿元

64,725,000 2017-10-
24

2020-10-
24 1.23亿元

64,725,000 2017-10-
26

2020-10-
26 1.23亿元

92,165,899 2018-6-2
9

2020-8-1
6

昆仑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2亿元

合计 863,215,911 / / / / 23.24% 16.29亿元

2、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润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相关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包括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

3、 本次质押情况是对前期用于质押式回购交易股份延期购回， 不涉及新增融
资和新增股票质押。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东方润澜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资金偿还能力（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
产 767.2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40.95 亿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
收入 580.19 亿元，净利润 9.9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 亿元），能
够切实履行到期回购的义务，相关质押风险可控。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东方集团
有限公司及东方润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追加保证金等
应对措施应对平仓风险。

上述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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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脱利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耀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973,936,616.23 10,702,675,751.88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16,883,206.80 6,802,459,934.80 0.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019,574.17 135,722,516.20 31.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433,426.19 -31,721,591.6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729,548.78 29,267,008.8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75,997,694.21 596,003,764.06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51,927.26 12,878,117.36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61,521.91 -4,308,433.9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22 减少 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62 0.0166 -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62 0.0166 -2.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75.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19,038.6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10,980,395.4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4,834.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3,807.7
所得税影响额 -245,571.94

合计 -8,309,594.6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9,7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02,772,822 13.24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
限公司 91,617,607 11.80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082,403 8.00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6,371,300 3.40 0 未知 其他

王景峰 25,016,800 3.22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 13,741,725 1.77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
合 10,465,682 1.35 0 未知 其他

建信基金－招商银行－
建信乾元安享特定多个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385,625 1.08 0 未知 其他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6,025,446 0.7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沪深 300增
强证券投资基金

5,809,520 0.75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02,772,822 人民币普通股 102,772,822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 91,617,607 人民币普通股 91,617,60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082,403 人民币普通股 62,082,40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37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71,300
王景峰 25,0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16,800
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 13,741,725 人民币普通股 13,741,72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10,465,682 人民币普通股 10,465,682
建信基金－招商银行－建信乾元安享特定
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385,625 人民币普通股 8,385,625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6,025,446 人民币普通股 6,025,44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5,809,520 人民币普通股 5,809,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
股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报告期末（元） 上年度末（元） 增减变动
（%） 原因

货币资金 999,134,404.04 448,751,610.10 122.65
主要是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
收回本金及利息，致使期末余额
增加。

交易性金
融资产 35,760,000.00 517,956,058.37 -93.10

一是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收
回，二是公司持有的“兰石重装”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预付帐款 31,440,613.40 23,286,013.16 35.02
本期预付的原煤、电等原燃材料
货款尚未到期结算，致使预付账
款余额增加。

其他应收
款 21,273,587.64 7,834,651.47 171.53 本期支付的保证金、押金等未到

期收回。
其他流动
资产 193,732,876.62 75,203,564.71 157.61 本期计提“错峰生产”期间停工费

用所致。

短期借款 250,000,000.00 370,000,000.00 -32.43 归还到期的银行借款致使余额减
少。

合同负债 362,873,591.68 184,008,306.94 97.21 本期部分重点客户预付货款致使
期末余额增加。

应付职工
薪酬 86,203,575.86 131,030,579.98 -34.2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计提的企

业年金、辞退福利及效益工资。

应交税费 57,545,868.42 85,791,728.27 -32.92
主要是本期缴纳了上年度计提的
企业所得税，致使应交税费余额
减少。

应付利息 1,033,218.39 2,126,567.39 -51.41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计提的银行借
款利息。

利润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变动
（%） 原因

管理费用 100,632,742.36 134,489,082.87 -25.17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维修费及人
工成本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 4,268,695.57 13,953,406.84 -69.41 主要原因是带息负债同比减少所
致。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10,960,000.00 45,066,800.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公司持有“兰石重装”股

票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资产处置
收益 5,975.73 17,989,227.60 -99.97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之子公
司处置淘汰落后产能生产线资产
取得收益。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净额

178,019,574.17 135,722,516.20 31.16

主要原因一是本期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货款比例增加，致使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
比减少；二是收到部分客户预付
的货款增加。

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净额

365,433,426.19 -31,721,591.64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
收回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
净额

-64,729,548.78 29,267,008.82 不适用 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
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过户事宜已完成，公司现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194,390,429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04%。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祁连山关于控股股东合并事宜完成股
份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2.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金额为 470,000,000.00
元， 上述金额的理财产品报告期内已全部到期赎回， 累计获得理财收益
1,288,602.73 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所有理财产品已全部收回。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9 日、2020 年 2 月 5 日、2020 年 3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祁连山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公告
编号：2020-005）、（公告编号：2020-006）。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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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72,562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7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
（一）限售股的核准发行情况
2019 年 1 月 23 日，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国
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98 号）核准，公司
向张国良发行 24,417,958 股股份、 向张凤发行 16,330,528 股股份、 向曾昌弟发行
3,920,167 股股份、向张玲发行 1,817,432 股股份、向贾云峰发行 1,524,298 股股份、
向蒋能超发行 1,465,669 股股份、 向方善伦发行 1,465,662 股股份、 向李远刚发行
1,465,662 股股份、向夏磊发行 1,289,787 股股份、向高福元发行 615,578 股股份、向
唐劲发行 356,377 股股份、向彭相程发行 356,377 股股份、向简勇发行 293,133 股股
份、向严敏发行 234,511 股股份，公司向上述共计 14 名交易对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共计 55,553,139 股，购买其持有的四川久凌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凌制
药”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同时，公司向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数量共计
38,072,562 股。

（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向张国良等 14 名交易对方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新增股份共计 55,553,139
股已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该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的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该等新增股份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后，公司
股本总数变更为 700,946,604 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向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新增股份共计 38,072,562 股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39,019,166 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部分发行的股份，该等股份

的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 /股）

发行股数 认购金额 本次发行股
份占发行后
股本的比例（股） （元）

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1

4,126,984 18,199,999.44 0.5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9,523 16,799,996.43 0.52%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40,589 79,999,997.49 2.45%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37,868 49,999,997.88 1.53%
5 徐忠杰 657,598 2,900,007.18 0.09%

合计 38,072,562 167,899,998.42 5.15%
（三）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1、公司向张国良等 14 名交易对方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公司与张国良等 14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交
易协议约定安排认购股份的锁定及解 锁，前期解锁相关情况可详见临 2020-010 和
临 2020-023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公告》（本次不涉及该部分限售股份的解锁上市）；

2、公司向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名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 因满足解锁条件，本次是对该部分限售股份申请解锁上市。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其他发行股份、分配或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
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就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新增股份的锁定期，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徐忠
杰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十二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对方在承诺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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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将在申请办理完手续后，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38,072,562 股，占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的 5.15%。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5 名，其中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法
人股东，徐忠杰为自然人股东。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明细清单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股）

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26,984 4,126,984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9,523 3,809,523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40,589 18,140,589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37,868 11,337,868

5 徐忠杰 657,598 657,598

合计 38,072,562 38,072,562

五、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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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7,323,553 -657,598 16,665,955

其他 37,414,964 -37,414,964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54,738,517 -38,072,562 16,665,955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684,280,649 38,072,562 722,353,21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684,280,649 38,072,562 722,353,211

股份总额 739,019,166 / 739,019,166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经

安信证券核查，安信证券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本次

交易中做出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要求；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重组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无异议。 ”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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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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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1,586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4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05 号）核准，2017 年 4 月，公司向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3 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37,301,586 股， 发行价格为 11.34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22,999,985.24 元。

（三）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262,854,744 股增至
300,156,330 股，新增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

（四）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均为限售流通股，相关股份的具体锁定期如下：

序号 认购人全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867,724 36 2020年 4月 24日

2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216,931 36 2020年 4月 24日

3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6,216,931 36 2020年 4月 24日

合计 37,301,586 / /

本次向上述三家投资者发行股份的上市日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新增股份可在
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上述新增限售股份的锁定期将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届满，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将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 年 7 月,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证监许可 [2018]1196 号），核准公司向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家股东发行
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3 亿元。

2018 年 8 月， 公司向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家股东发行股份 1,812,224,639
股，并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300,156,330 股增至 2,112,380,969 股。

2019 年 3 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60,031,266 股，并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公司总股本
由 2,112,380,969 股增至 2,172,412,235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本次限售股不存在同比例变化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上述三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根据《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投资者承诺，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截至目前，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非公开
发行时做出的相关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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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事项核查后认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
诺；淮北矿业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国元证券对
淮北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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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1,586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4 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47,199,603 71.22 24,867,724 1,522,331,879

2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6,216,931 0.29 6,216,931 0

3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6,216,931 0.29 6,216,931 0

合计 1,559,633,465 71.80 37,301,586 1,522,33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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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559,633,465 -37,301,586 1,522,331,87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59,633,465 -37,301,586 1,522,331,879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612,778,770 37,301,586 650,080,35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12,778,770 37,301,586 650,080,356

股份总额 2,172,412,235 0 2,172,412,235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股票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公告 编号：临 2020-029
债券代码：110065 债券简称：淮矿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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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审诉讼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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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反诉原告）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公司将计提预计负债约

3170 万元
今日，我公司收到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宁区法院”）送达的民

事判决书（2018）桂 0102 民初 952 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反诉被告）： 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特步公

司”）
被告（反诉原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我公司收到兴宁区法院传票。 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事由，

标特步公司向兴宁区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临 2018-010 号公告。

2018 年 6 月 12 日，我公司向兴宁区法院递交了《民事反诉状》，反诉标特步公
司。 期间因管辖权异议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年 2 月 20 日，南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 01 民终 385 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案由兴宁区法院立案
受理。

2019 年 6 月 26 日，我公司收到了兴宁区法院（2018）桂 0102 民初 952 号《受理
通知书》，兴宁区法院正式受理我公司对标特步公司的反诉。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6 月 2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临 2019-031 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一审判决情况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 0102 民初 952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南宁市标
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以购房余款 76762091.16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算，自 2014 年 8 月 6 日起计至本案判决生效之

日止）；
二、原告（反诉被告）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南

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契税滞纳金损失 147017.4 元；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 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
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本诉受理费 217201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担 62058 元，被告（反诉原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55143 元。

反诉受理费 916901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担 376 元，被告（反诉原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916525 元。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我公司认为，兴宁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我公司将依法

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本判决计算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我公司需支付违约金约 3170 万元，直接

影响 2020 年第一季度损益。
我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备查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 0102 民初 9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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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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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 年 5 月 15 日召开了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5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及 2020 年 1 月 23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代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作为资产委托人，华泰
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作
为资产托管人，三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签署了《华泰资管重庆钢
铁员工持股计划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该合同对委托资产状况、委
托资产的投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和约定。 具体内容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华泰资管重庆钢铁员工持股计划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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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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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沟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14:30-15:3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
台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 2019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大千生态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

红说明会的预告公告》（2020-022）， 并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4:30-15:30 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召开了 2019 年
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总裁许峰先生、董事会秘书邹杰先生、财务总监陈
沁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参会人员就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利润分配预案的具
体情况以及发展战略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复，现将相关问

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 1：请问大千生态近三年累计分红占公司三年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为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 2017 年度现金分红共计 2610 万元，近三年累

计分红占公司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为 29.82%。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上

证 e 访谈”栏目（网址：http://sns.sseinfo.com），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并对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回购的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