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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蔡沛侬女士的通知，获悉蔡沛侬女士的质押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
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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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总股本以公司 2020 年 6 月 23 日股本 194,754,305.00 股计算，下同。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

5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蔡沛侬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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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数
量（股 ）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翁伟武 57,792,000 29.67% 39,320,800 68.04% 20.19% 36,340,800 92.42% 7,003,200 37.91%
翁伟炜 27,552,000 14.15% 12,600,000 45.73% 6.47% 0 0% 0 0%
翁伟嘉 17,472,000 8.97% 10,079,900 57.69% 5.18% 8,904,000 88.33% 4,200,000 56.82%
翁伟博 14,112,000 7.25% 8,200,000 58.11% 4.21% 0 0% 0 0%
蔡沛侬 13,440,000 6.90% 9,205,700 68.49% 4.73% 0 0% 0 0%
柯丽婉 4,032,000 2.07% 0 0.00% 0.00% 0 0% 3,024,000 75.00%
许雪妮 400 0.0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34,400,400 69.01% 79,406,400 59.08% 40.77% 45,244,800 56.98% 14,227,200 25.87%

注：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是蔡沛侬女士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用于满足个

人融资需求，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810.64�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0.91%，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3%，对应融
资 余 额 12,020.00� 万 元 ； 未 来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质 押 股 份 累 计 数 量 为
7,115.64�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4%，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4%，对应的
融资余额为 29,320.00� 万元。蔡沛侬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翁伟武先生、翁伟嘉先生、
翁伟炜先生、翁伟博先生、蔡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或自筹资金。

3、蔡沛侬女士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
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权融资业务延期购回申请表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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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及年度报告全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昇兴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2019 年年
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 及《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
告”）。 经公司核查发现，上述报告部分内容有误，现对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部分内
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一）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

应收账款”之“（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进行更正如
下：

更正前：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第一名 46,542,400.36 7.08% 30,873.40

第二名 22,681,129.16 3.45%

第三名 22,155,500.13 3.37% 68,503.29

第四名 21,299,584.42 3.24% 84,346.35

第五名 12,449,139.40 1.89%

合计 125,127,753.47 19.03%

更正后：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第一名 91,625,542.91 13.93% 35,658.27

第二名 73,845,578.03 11.23% 346,497.12

第三名 51,538,917.22 7.84% 39,549.32

第四名 51,218,345.26 7.79% 277,886.96

第五名 47,789,107.86 7.26% 107,967.41

合计 316,017,491.28 48.05%

（二）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十、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之“1.
信用风险”之“(3)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参数”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公司应收账款中， 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本公司应收账款总额的 19.03%

（2018 年 12 月 31 日：31.86%）；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大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占本公司其他应收款总额的 97.40%（2018 年 12 月 31 日：59.41%）。
更正后：
本公司应收账款中， 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本公司应收账款总额的 48.05%

（2018 年 12 月 31 日：31.86%）；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大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占本公司其他应收款总额的 97.40%（2018 年 12 月 31 日：59.41%）。

（三）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5、关
联交易情况”之“(1)销售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中科富创 (北京 )智能系统技术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590,397.76

肇庆公司 销售商品 11,558.36

沈阳公司 销售商品 3,600,997.84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说明
说明：肇庆公司、沈阳公司 2019 年度发生额实际为 2019 年 10-12 月的发生额。
更正后：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肇庆公司 销售商品 11,558.36

沈阳公司 销售商品 3,600,997.84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说明
说明：肇庆公司、沈阳公司 2019 年度发生额实际为 2019 年 10-12 月的发生额。
（四）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6、关

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之“(1)应收项目”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中科富创 (北京 )智能系
统技术有限公司 12,449,139.40 622,456.97

应收账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5,046,952.86 17,159.64

其他应收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248,983,068.44 2,987,796.82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5,046,952.86 17,159.64

其他应收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248,983,068.44 2,987,796.82

二、审计报告更正情况
（一）对审计报告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应收账款”之“（5）按欠

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期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 125,127,753.47 元，占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19.03%， 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
183,723.04 元。

更正后：
本期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 316,017,491.28 元，占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48.05%， 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
807,559.08 元。

（二）对审计报告之“八、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之“1.信用风险”之“(3)预期
信用损失计量的参数”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公司应收账款中， 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本公司应收账款总额的 19.03%

（2018 年 12 月 31 日：31.86%）；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大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占本公司其他应收款总额的 97.40%（2018 年 12 月 31 日：59.41%）。

更正后：
本公司应收账款中， 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本公司应收账款总额的 48.05%

（2018 年 12 月 31 日：31.86%）；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大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占本公司其他应收款总额的 97.40%（2018 年 12 月 31 日：59.41%）。

（三）对审计报告之“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5、关联交易情况”之“(1)购销商
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 联 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发生额 2018 年度发生额

中科富创 (北京 )智能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590,397.76

肇庆公司 销售商品 11,558.36

沈阳公司 销售商品 3,600,997.84 -

说明：肇庆公司、沈阳公司 2019 年度发生额实际为 2019 年 10-12 月的发生额。
更正后：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 联 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发生额 2018 年度发生额

肇庆公司 销售商品 11,558.36

沈阳公司 销售商品 3,600,997.84 -

说明：肇庆公司、沈阳公司 2019 年度发生额实际为 2019 年 10-12 月的发生额。
（四）对审计报告之“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之“(1)

应收项目”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中科富创 (北京 )智能
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2,449,139.40 622,456.97

应收账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5,046,952.86 17,159.64

其他应收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248,983,068.44 2,987,796.82

更正后：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5,046,952.86 17,159.64

其他应收款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限公司 248,983,068.44 2,987,796.82

公司上述更正不涉及对财务报表的更正。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年度报告及
审计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 上述更正内容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造成影响。 更正后的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的《2019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敬请投资者查
阅。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审计机构的沟通，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 高定
期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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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9316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了《关于收到 < 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22）。

在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分析及讨论，逐项进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及回复。 公司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昇
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
司将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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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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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就本框架协议下的具体合作事宜，最终以正式签署的合

作协议约定为准。
2、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益生股份”）于近日与河北

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鸽食品”）就生猪养殖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事
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或“本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长审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后续具体合作事宜，公司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
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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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介绍
1、名称：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高秋菊

3、注册资本：4750 万人民币
4、统一信用代码：91130100MA07M3RT02
5、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6、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7、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胜利南街 307 号
8、经营范围：生猪屠宰；生猪养殖销售；种畜禽生产；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煮

香肠火腿制品）生产（以上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
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
冷冻冷藏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其它前置性行政许可项目）；发布国内户外
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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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高秋菊，其与益生
股份及益生股份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造成益生股份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甲方将着力养殖各代次母猪，并将按乙方的需求，向乙方销售三元、阉公及

淘汰母猪仔等猪产品，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猪仔销售长期合作协议。

2、以下项目资产转让，由双方另行签署相关转让协议：
2.1� 双鸽行唐生猪养殖场项目（拟建），项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城寨

乡上滋洋村。
2.2� 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赞皇分公司双鸽赞皇养猪场项目（在建），项目

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张楞乡葛沟村。
2.3� 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灵寿分公司猪场项目，项目地点：河北省石家

庄市灵寿县塔上镇西菅村。
2.4� 石家庄润鑫养殖有限公司育肥猪场项目，项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

县大陈镇西郎村。
2.5� 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极分公司猪场项目，项目地点：河北省石家

庄市无极县七汲镇大汉村。
3、资产转让
3.1� 乙方拟将上述项目资产进行转让。 甲方拟以合理的价格受让上述项目资

产。
3.2� 转让方式：甲方以货币资金方式受让项目资产，转让价格根据每个项目具

体情况另行协商确定并签订转让协议。
（二）其他事宜
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并启

动资产转让审计评估，全力推进项目资产转让的顺利实施。 乙方为甲方后续产能扩

张提供土地、资源等全方位支持。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双鸽食品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就生猪养殖方面进行战略合

作，有利于公司扩大种猪规模，加快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
略。

本协议为表达双方战略合作意向的框架协议， 本协议书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框架协议，作为后续项目合作的指导性文件。 就本协议项

目资产的转让， 其全部事宜最终以甲乙双方正式签署的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
为准。 后续具体合作事宜，公司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0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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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选举出新一届职工代
表，杨坤明女士因未入选，不符合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条件，故书面申请辞去
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杨坤明女士将继续在公司总裁办任职。 公司监事会对杨
坤明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杨坤
明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3,740 股。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06 月 24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
大会，补选职工代表监事。 经职工代表投票表决通过，选举孙轶男女士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
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等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成员中， 最近二年内曾经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06 月 29 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孙轶男女士，1986 年出生，中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5 年

-2019 年在公司种禽办公室任职，2020 年至今任种禽办公室主管专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轶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孙轶男女士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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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并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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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 06 月 27 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益生

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06 月 24 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七人，现场出席董事六人，独立董事赵桂苹女士通过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曹积生先生
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房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76,000,000 元的自有资金购买青岛卓越御海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路 787 号的总面积约为
37,374.39 平方米的卓越天元项目商业房产。

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房产买卖合同尚未签订，后续合同签署事宜，公司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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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方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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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36），公司特定股东方平
先生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388,9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3%）。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数量进行相应的调
整。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收到方平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数量过半告知函》，获
悉方平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数量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收到方平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
函》，获悉方平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满，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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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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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

减持股数
（万股 ）

减持比例 （%）

方平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2 月 26 日 19.225 17.01 0.09%

2019 年 12 月 27 日 19.363 40.00 0.21%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9.285 20.00 0.1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8.883 9.88 0.05%

2020 年 1 月 13 日 21.4 40.00 0.21%

2020 年 2 月 14 日 22.58 40.00 0.21%

2020 年 3 月 23 日 24.72 27.60 0.14%

2020 年 4 月 10 日 28.66 31.65 0.16%

2020 年 6 月 19 日 17.245 12.00 0.06%

合 计 -- -- 238.14 1.22%

注：减持比例为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止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总
股本为 194,754,305.00 股，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及该等股份上市
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方平

高管锁定股 540.00 2.77% 0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3.89 0.53% 405.75 2.08%

合计 643.89 3.31% 405.75 2.0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方平先生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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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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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方平先生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
一致。
3、截至本公告日，方平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限已满，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

减持计划中约定减持股数，并严格遵守其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4、方平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方平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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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