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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清算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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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

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及相关议
案。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州粤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广州粤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正式成立。

2017 年 8 月 29 日，粤泰股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过二级
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份 52,682,9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8%，
购买均价为人民币 7.4134 元 / 股，累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390,559,885.81 元。 云南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为粤泰股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管理人。

2018 年 9 月 25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 10 月 19 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卖出粤泰股份 1775 万股、562 万股、1702 万股，交易金
额合计为人民币 8198.98 万元， 卖出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 尚余 12,292,936
股。 上述出售股份的金额全部用于偿还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优先受益人的优先信托本金及利益。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 24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于 2019 年 7 月 6 日到期。
2019 年 4 月 28 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延长存续期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0 年 7 月 6 日。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2017 年 7 月 7 日、2017 年 8 月 30
日、2019 年 1 月 5 日、2019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
相关公告。

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上海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卖

出所持的剩余 12,292,936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卖出均价为 3.0523
元 / 股，本次卖出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按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后，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 52,682,936 股已全部出售并清算完毕， 出售并清算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完毕并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2020-038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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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
局关于核准杨钒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川银保监复〔2020〕
317� 号），四川银保监局已核准杨钒先生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杨钒先生的简历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成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0-05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变更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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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本公司已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

程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402 号），并已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完成了《公司章程》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章程》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
（www.pingan.cn）。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6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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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

次会议通知已按规定的时间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公司七楼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王海荣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毕克、王立言、彭玲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
毕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毕克、肖立明、吴英敏、李良友、杨志伟为公司董事会风险

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毕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0-047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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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财

富”）持有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公司”）41,792,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

截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高新财富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265,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 了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高
新财富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39,160,534 股 (占新五 丰
总股本比例 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3,053,511 股，即不超
过新五丰总股本的 2%；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26,107,023 股， 即不
超过新五丰总股本的 4%。 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新五丰股份总数的 1%，即不超过 6,526,700 股；在任意连续 90 个
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新五丰股份总数的 2%，即不
超过 13,053,511 股。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收到高新财富通知，高新财富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6,526,700 股，减持数量已达公司
总股本的 1%，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过半。 高新财富尚未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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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1,792,100 6.40%

非公开发行取得：
41,792,1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

减持总金
额（元 ）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湖南高新创投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 6,526,700 1% 2020/6/22 ～

2020/7/21
集中竞价交

易
9.01 -
11.34 67,131,484 35,265,400 5.40%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高新财富在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时承诺: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截至本函告日，高新财富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高新财富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高新财富仍将长期坚定
看好新五丰未来发展。

（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高新财富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时间区间内，高新财富将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
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无
（四）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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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在按照上述计划股东减持新五丰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0-043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比例达 1%暨减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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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陶峰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由 18.20%减少至 16.20%； 陶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4.51%减少至 52.51%。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收到控股股东陶峰华先生的通知， 陶峰华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219,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姓名 陶峰华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龙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21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0/7/21 人民币普通股 4,219,500 2.0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陶峰华先生存在一致行动人，分别为：金红萍女士，持股

48,724,312 股，占比 23.09%；上海志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7,884,688 股，占比
13.22%。本次仅为陶峰华先生权益变动，一致行动人金红萍女士和上海志享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没有变动。

2、本次为陶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自上市以来首次减持公司股份，不存在
前次权益变动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符合陶峰华先生关于持股的承诺，符合《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4、本次减持不涉及向第三方借款等情形及其他特殊安排。
5、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6、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41）， 陶峰华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4%，即 8,439,100� 股。

7、减持股份进展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陶峰华先生履行该减持计划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峰

华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219,500 股， 减持比例为总股本的
2.00%，已达预计减持数量的一半。

陶峰华先生未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等其他方式减持。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陶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对

比
1、陶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陶峰华 无限售流通股 38,401,896 18.20% 34,182,396 16.20%
金红萍 无限售流通股 48,724,312 23.09% 48,724,312 23.09%

上海志享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7,884,688 13.22% 27,884,688 13.22%

合计 ——— 115,010,896 54.51% 110,791,396 52.51%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
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仍为金红萍女士、陶峰华先生。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0-045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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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709 号）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甲方”）于 2020 年 7 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400,000 张，每
张面值 100 元(币种人民币，下同)，募集资金总额为 540,000,000.00 元，扣除之前保
荐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25,247,169.80 元。 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全部到位，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
验资，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 4-00025 号”《验资报告》。 上述公开发行可转
债募集资金，公司已按照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
为了规范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切实

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和管理的实际需要，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以下简称

“乙方”）、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于近日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签署的《三方监管协
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 3901120029200094844。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江油市龙凤工业集中区基础
设施 PPP 项目、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

3901120029200094844，截止 2020 年 7 月 10 日，专户余额为 528,915,094.34 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江油市龙凤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 PPP 项目、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渊、赵江宁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前五个工作日）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
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
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丙方督导期结束
之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0-041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 :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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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近日， 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长沙银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
复》（湘银保监复[2020]269 号），核准本行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0- 067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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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前，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166,740,8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1%；大山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浙江华友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200,241,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 本次减持前 , 大山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友控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366,982,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6%。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披露了《华友钴业股东集
中竞价减持计划公告》， 大山公司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11,412,600 股的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 1%，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详见公司 2020-057 号公告）。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大山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5,863,1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累
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本次减持计划数量的一半。 截止本公告日， 大山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 160,877,6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0%。 大山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友
控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361,119,1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64%。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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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66,740,868 14.61% IPO 前取得：166,740,868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166,740,868 14.61% 共同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0,241,513 17.55% 共同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合计 366,982,381 32.16%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

减持总金额
（元 ）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大山私人
股份有限

公司
5,863,197 0.51% 2020/7/15 ～

2020/7/21
集中竞
价交易

40.51 -
44.19 248,040,147.70 160,877,671 14.10%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大山公司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后续是否继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大山公司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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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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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在上述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大山公
司严格遵守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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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33 证券简称 :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1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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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张凌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1,973,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42%；张凌云先生累计质押股

份 12,4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10.17%。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张凌云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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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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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凌云 是
290 万股

是（首发限售股 ） 否 2020 年 7 月 20 日
2021 年 3 月 1 日

华泰证券 （上海 ）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38% 0.72%
归还前期质押

借款

230 万股 2021 年 6 月 22 日 1.89% 0.57%
归还前期质押

借款

合计 / 520 万股 / / / / / 4.26% 1.30% /

2、本次张凌云先生质押的股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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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张凌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成湘均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公告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公告后累计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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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凌云 121,973,572 30.42% 7,200,000 12,400,000 10.17% 3.09% 12,400,000 0 109,573,572 0
成湘均 115,874,893 28.90% 18,150,000 18,150,000 15.66% 4.53% 18,150,000 0 97,724,893 0
合计 237,848,465 59.31% 25,350,000 30,550,000 12.84% 7.62% 30,550,000 0 207,298,465 0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2020 年 7 月 21 日，张凌云先生将其原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10,950,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73%。
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凌云

本次解质股份 （股） 10,9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9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3%

解质时间 2020 年 7 月 21 日

持股数量 （股） 121,973,572
持股比例 30.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 12,4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1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9%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张凌云先生解除质押的股份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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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0 部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通知》（桂人社发〔2020〕18
号）、《北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6 部门关于为疫情防控紧缺急需物资保障
的生产企业、保障民生的商贸配送企业、人员隔离定点酒店发放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有关问题的通知》（北人社发〔2020〕13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等 5 部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有关工
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0〕5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
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和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计划的通知
（桂人社发〔2020〕31 号）等文件精神，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累计收到稳岗
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政府补助 1,015,993.16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收到的政府补
助项目名称 支付单位 政府补助发放依

据
补助金额

(元)
收到补助的时

间

钦州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应急返还

钦州市社会保险
事业局 桂人社发 〔2020〕

18 号

25,916.55 2020.3.18

钦州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 456,542.19 2020.7.9

北海国发海洋生
物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北海市社会保险

经办中心
桂人社发 〔2020〕

31 号 3,838.97 2020.3.19

北海国发海洋生
物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制药厂

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

北海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

桂人社发 〔2020〕5
号、北人社发
〔2020〕13 号

100,000.00 2020.2.14

108,000.00 2020.3.11

稳岗补贴 北海市社会保险
经办中心

桂人社发 〔2020〕
31 号 23,073.12 2020.2.20

2019 年下半年
工业物流补贴

北海市海城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 10,000.00 2020.1.10

北海国发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

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

北海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

桂人社发 〔2020〕5
号、北人社发
〔2020〕13 号

56,000.00 2020.3.27

应急返还 北海市社会保险
经办中心

桂人社发 〔2020〕
18 号

13，907.33 2020 年 3 月

218,715.00 2020.7.20

合计 1,015,993.16

二、本次获得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收到的上述补贴

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 2020 年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