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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1、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披

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8），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于未来 6 个月内增
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2、近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忠良先生通知，张忠良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329,96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21%，增持金额合计 4,301,339.16 元，增持均价为 13.04 元 / 股.

3、截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忠良先生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20,0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65%，增持金额合
计 1,423,7802.36 元，增持均价为 13.96 元 /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董事张红曼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272%，增持金额合计 990,880.00 元，增持均价为 12.39 元 / 股。

现将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哲琪、宁波和之合、实际控制人张忠

良先生、张华芬女士、张瑞琪女士、张哲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忠立先生、宁波瑞
智（张忠立先生控制的企业）、张红曼女士、宁波和之琪（张红曼女士控

制的企业）、宁波和之智（张红曼女士控制的企业）、陈松杰先生、宁波和之瑞
（陈松杰先生控制的企业）、宁波和之兴（陈松杰先生控制的企业）。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宁波哲琪直接持有公司 72,259,6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447%； 控股股东宁波和之合直接持有公司 40,848,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50%。

本次增持前，实际控制人张忠良先生通过宁波哲琪、宁波和之瑞、宁波和之琪、
宁波和之兴、宁波和之智间接持有公司 76,634,8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309%，
个人直接持有公司 690,06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44%； 实际控制人张华芬女士
（张忠良之妻） 通过宁波和之合间接持有公司 13,247,99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000%； 实际控制人张瑞琪女士（张忠良之女） 通过宁波和之合间接持有公司
11,0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00%；实际控制人张哲瑞先生（张忠良之子）通
过宁波和之合间接持有公司 11,0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00%。 实际控制人
张忠良、张华芬、张瑞琪、张哲瑞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112,652,89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8.2652%。

本次增持前，一致行动人宁波瑞智直接持有公司 22,0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5000%， 一致行动人张忠立先生通过宁波瑞智间接持有公司 22,08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7.5000%；一致行动人宁波和之琪直接持有公司 13,488,89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5818%，一致行动人宁波和之智直接持有公司 6,935,99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3560%，一致行动人张红曼女士通过宁波和之琪、宁波和之智间接持有公
司 14,216,8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291%，个人直接持有公司 8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272%；一致行动人宁波和之瑞直接持有公司 27,525,14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9.3496%，一致行动人宁波和之兴直接持有公司 7,960,2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39%， 一致行动人陈松杰先生通过宁波和之瑞、 宁波和之兴间接持有公司
11,460,4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28%。

2、本次增持前 6 个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减持
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
基于坚定地看好智能终端行业及新能源汽车电子行业的未来发展， 坚定地看

好兴瑞科技“以模具技术和智能制造为核心，同步研发，为智能终端，汽车电子，消
费电子等行业中高端客户提供精密零组件定制化解决方案的” 的战略定位与发展
前景以及对公司股票未来价值的合理判断，高度认可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

2、增持金额：合计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

3、增持资金来源：增持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4、增持方式：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连续竞价和大宗交易）或通过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5、增持价格区间：本次增持价格区间为不超过 18 元 / 股；
6、实施时间：自增持股份计划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三、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增持人 身份 /职务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均价
（元） 增持金额（元） 增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张忠良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2020年 2月 6
日 256,860 13.95 3,584,325.20 0.0872

张忠良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2020年 2月 7
日 250,000 14.24 3,560,000.00 0.0849

张忠良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2020年 2月 12
日 183,200 15.24 2,792,138.00 0.0622

张忠良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2020年 5月 25
日 329,967 13.04 4301339.16 0.1121

小计 1,020,027 13.96 14,237,802.36 0.3465

张红曼 一致行动
人、董事

2020年 4月 28
日 80,000 12.39 990,880.00 0.0272

合计 1,100,027 13.84 15,228,682.36 0.3737
四、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增持人 身份 /职务 直接持股
数（股）

持股比
例（%）

间接持股
数（股）

持股比
例（%）

合计持股数
（股）

合计持股
比例（%）

张忠良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增持前 690,060 0.2344 76,634,832 26.0309 76,634,832 26.2652
增持后 1,020,027 0.3465 76,634,832 26.0309 77,141,692 26.3773

注 1：本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忠良先生以其自有资金通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开立的个人证券账户直接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前，张忠良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690,0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44%，通过宁波哲琪、宁波和之瑞、宁
波和之琪、宁波和之兴、宁波和之智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76,634,83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0309%，连同实际控制人张华芬女士、张瑞琪女士、张哲瑞先生共同直接及
间接持有公司 112,652,8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2652%；本次增持后，张忠良先生
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77,141,6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773%，连同实际控制人张
华芬女士、张瑞琪女士、张哲瑞先生共同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112,982,85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8.3773%。

注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哲琪、宁波和之合、一致行动人张
忠立、宁波瑞智、张红曼、宁波和之琪、宁波和之智、陈松杰、宁波和之瑞、宁波和之
兴的持股数量及比例未有调整。

五、相关承诺
增持人承诺， 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 严格遵守有关规

定，不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减持、超计划增持公司股份，不从事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违规行为。 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1、本次股票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

公司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

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3、本次增持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计

划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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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苏维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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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4）。 持公司股份 9,388,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7.4324%）的股东苏
维锋先生计划在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5,052,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00%）；在自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2,526,4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00%），合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 7,579,200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 6.0000%）。

2020 年 5 月 1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2020 年 5 月 14 日，苏维锋先生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526,4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00%）。

2020 年 5 月 15 日， 苏维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4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25%，上述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3,07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4325%。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维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315,9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及《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收到股东苏维锋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
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苏维锋先生的减持计划拟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苏维锋
大宗交易 2020.5.14 12.00 2,526,400 2.0000%
集中竞价 2020.5.15 12.28 546,300 0.4325%
集中竞价 2020.5.25 13.36 716,900 0.5675%

合 计 3,789,600 3.0000%
注：1、苏维锋先生减持的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公司的股份（包括

首次公开发行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
2、本公告中若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减持主体苏维锋无一致行动人。 苏维锋自 2020 年 5 月 19 日披露《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后至本公告日， 共计累计减持公司总股本的 0.5675%（包括本次减
持）。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苏维锋

合计持有股份 9,388,600 7.4324% 5,599,000 4.432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9,388,600 7.4324% 5,599,000 4.43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苏维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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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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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
的规定。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
份数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苏维锋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苏维锋先生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4、截至本公告日，苏维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会持续关注
苏维锋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苏维锋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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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苏维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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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4）。 持公司股份 9,388,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7.4324%）的股东苏
维锋先生计划在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5,052,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00%）；在自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2,526,4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00%），合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 7,579,200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 6.0000%）。

2020 年 5 月 1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2020 年 5 月 14 日，苏维锋先生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526,4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00%）。

2020 年 5 月 15 日， 苏维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4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25%，上述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3,07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4325%。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维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315,9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及《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收到股东苏维锋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
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苏维锋先生的减持计划拟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苏维锋
大宗交易 2020.5.14 12.00 2,526,400 2.0000%
集中竞价 2020.5.15 12.28 546,300 0.4325%
集中竞价 2020.5.25 13.36 716,900 0.5675%

合 计 3,789,600 3.0000%
注：1、苏维锋先生减持的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公司的股份（包括

首次公开发行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
2、本公告中若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减持主体苏维锋无一致行动人。 苏维锋自 2020 年 5 月 19 日披露《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后至本公告日， 共计累计减持公司总股本的 0.5675%（包括本次减
持）。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苏维锋

合计持有股份 9,388,600 7.4324% 5,599,000 4.432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9,388,600 7.4324% 5,599,000 4.43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苏维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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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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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
的规定。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
份数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苏维锋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苏维锋先生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4、截至本公告日，苏维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会持续关注
苏维锋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苏维锋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2020-037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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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星
期一） 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行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王永彬先生，董事、总经理黄喜胜先生，财务
总监陈道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华建强先生，独立董事吕功华先生，
副总经理程启北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20-045
债券代码：112774 债券简称：18 克明 01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暨计划减持

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03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码：2020-013），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资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9,864,25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00%）。 其中，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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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2020 年 5 月 26 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湖南资
管出具的《关于减持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 1%的告知函》，2020 年 04 月
23 日至 2020 年 05 月 25 日，湖南资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28.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329.00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0%，湖南资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57.68 万股，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
数量已过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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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具
体减持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 /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注

湖南省财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4/23至
2020/5/25 3,286,800 19.99 1.00%

大宗交易 2020/5/26 3,290,000 22.51 1.00%
合计 6,576,800 / 1.99%

注：以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司股本为基数，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号财信大厦 10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4月 23日至 2020年 5月 25日
股票简称 克明面业 股票代码 002661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328.68 1.00%
A股 329.00 1.00%

合 计 657.68 1.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赠与
其他

√ 协议转让 □
√ 间接方式转让 □
□ 执行法院裁定 □
□ 继承 □
□ 表决权让渡 □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
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3,237.00 9.82 2,579.32 7.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37.00 9.82 2,579.32 7.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03月 10日披露了《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码：2020-013），湖南省财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以集中竞价及 /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9,864,2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 其中，拟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
日之后的 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拟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日，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减持与此前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委托人、
受托人名
称 /姓名

身份
本次委
托前持
股比例

本次委托 本次委托后按一致行动人
合并计算比

例价格 日期 占总股本
比例（%）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 受托人□

本次委托股份限售数量、未来 18
个月的股份处置安排或承诺的说
明
协议或者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
委托人、受托人的权利及义务、期
限、解除条件、其他特殊约定等。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8.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0-03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极光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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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周大生”）2020 年 2 月 4 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3），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Aurora�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北极光
投资”)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其中以大
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43,854,31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 6%）。 其中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
份数量将遵循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北极光投资减持计划的时间过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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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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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北极光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现将北极光投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总股本 减持比例

（%）

北极光
投资

集中竞价 2020.2.26-2020.5.26 18.80 4,194,039 730,905,188 0.5738
大宗交易 2020.2.10-2020.5.26 16.88 12,600,000 730,905,188 1.7239

合计 - - 16,794,039 - 2.2977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北极光
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58,929,001 8.0625 42,134,962 5.76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929,001 8.0625 42,134,962 5.76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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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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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2、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与此前
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北极光投资不属于周大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将
不会导致周大生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周大生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北极光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相关股份减持计划。

5、北极光投资将持续告知周大生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

告知函》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0-082
债券代码：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醋青皮配方

颗粒等 52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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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获得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白
术配方颗粒” 等 151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5）、《关
于获得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金银花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
函》（公告编号：2020-004）、《关于获得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焦山楂配方颗粒
等 4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近日，公司收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下发的《省药品
监管局关于同意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醋青皮配方颗粒”等 52 个品种进入
临床研究的函》（黔药监函〔2020〕304 号）（以下简称“《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先后四次获批进入临床研究的中药配方颗粒品种共计 321 个。 现将本次 52 个中药
配方颗粒品种获批进入临床研究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函》的主要内容
根据《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研究试点工作的通知》要

求，公司已完成了醋青皮配方颗粒等 52 个品种质量标准复核研究工作。 经专家会
议审核通过，同意公司醋青皮配方颗粒等 52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

《函》要求公司严格按照 GMP 等相关要求进行生产，并将医疗机构名单报省药
监局备案，在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省药监局汇报。

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中药配方颗粒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公司本次获得省药监局同意醋

青皮配方颗粒、酒苁蓉配方颗粒、草豆蔻配方颗粒、白鲜皮配方颗粒、胡黄连配方颗
粒等 52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有利于加快公司完善中药产业链布局、丰富产品结

构、满足市场需求并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及市场份额，构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实现公司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将尽快按规定开展后续相关工作。
三、存在的风险
（一）政策风险
目前中药配方颗粒仍处于试点阶段，随着医疗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类医药

相关政策密集颁布， 公司的中药配方颗粒业务可能因医疗政策变化和调整而受到
影响。

为此，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研究相关行业政策走势，加强对行业重大信息跟踪分
析，及时把握行业发展变化趋势，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最
大限度降低公司所处行业风险。

（二）市场及其他风险
随着我国中药配方颗粒业务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日趋严峻，产品上市销售

后， 公司将依托现有销售网络， 加快中药配方颗粒在贵州省内医疗机构的推广销
售，但也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本次获得省药监局同意醋青皮配方颗粒、酒苁蓉配方颗粒、草豆蔻配方颗
粒、白鲜皮配方颗粒、胡黄连配方颗粒等 52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短期内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预计产品形成市场规模后将对公司未来
的业绩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产生影响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942 证券简称：新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8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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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新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农”）因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将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近日江苏新农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取得如东县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登记信息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经营范围

二乙氧基硫代磷酰氯、毒死蜱、三氯吡啶酚钠生产；副产品：硫氢化钠溶液、盐酸、硫
磺生产。 噻唑锌、纺织品浆料（离子浆料）生产、销售；化肥的加工、生产与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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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乙氧基硫代磷酰氯、毒死蜱、三氯吡啶酚钠生产；副产品：硫氢化钠溶液、盐酸、硫磺生产。
噻唑锌、纺织品浆料（离子浆料）生产、销售；化肥的加工、生产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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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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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变更，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江苏新农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0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顺科技”）从
潜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qjggzy.cn）获悉，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定捷顺科技
为“潜江市城市静态交通建设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EPC）的中标单位，预计中标
金额为人民币 3,900 万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潜江市城市静态交通建设项目
2、招标编号：QJ—2020—019
3、招标人：潜江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4、招标代理机构：国鼎和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5、中标人：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拟中标金额：人民币 3,900 万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7、项目内容：项目总投资约为 3900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①潜江市中心城

区部分自建及社会停车场接入；②智慧路边停车系统软件、硬件、泊位线及标号、指
示牌；③城市静态交通诱导发布系统软件、硬件；④城市静态交通综合管理、运营、
城市智慧停车云平台；⑤面向管理人员和用户的移动端应用系统；⑥第三方平台接
口系统；⑦运营中心建设；⑧灾备中心建设；⑨数据中心（生产中心）云资源租赁（1
年）；⑩网络、通信资源租赁（1 年）。

8、项目工期：180 日历天。
公司与招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中标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项目为捷顺科技承接的城市级智慧停车设计施工一体化（EPC）项目，

公司就潜江市静态交通建设项目进行方案规划设计、图纸深化、智能化设备采购、
工程实施、系统集成及调试、交付验收、质保服务等。 本次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公司在智慧静态交通建设能力，从而助推城市新基建发展。 本次项目中标彰
显了公司在智慧停车生态构建上的资源整合、运营管理、实施交付的能力，能更好
地促进公司 To� G 板块智慧停车业务的在其他城市的推广和复制， 提升公司整体
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如项目顺利实施交付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 进而增厚
公司业绩，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招标方签订正式合同，将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项目最终金额、主要履行条款等以公司与招标人最终签订的
正式合同为准。 在签订正式合同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1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股票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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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布的《并购重
组委 2020 年第 21 次工作会议公告》，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00 召开 2020 年第 21 次并
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吸收合并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规定，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泰和新材，证券代码：002254）

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公布后，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能否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