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9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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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万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川 恒
集团 是 160.00 0.58% 0.33% 否 否 2021-8-19 2022-8-3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补充流
动资金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披露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披露
后质押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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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川 恒
集团 27,763.47 56.84% 13,627.23 13,787.23 49.66% 28.23% 0 0 0 0

合计 27,763.47 56.84% 13,627.23 13,787.23 49.66% 28.23%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4
债券代码：128145 债券简称：日丰转债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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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日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详见公司
于 2021年 8月 12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

二、进展情况介绍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全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广东日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4MA570TWG6T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5、法定代表人：喻新峰
6、注册地址：鹤山市鹤山工业城 A区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

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光纤制造；光纤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五金产
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批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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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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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1、广东日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核准设立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1-068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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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经仔细核查，公司发现上述公告中存在个
别笔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1、 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质押股份数量（股）：2,100,000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63%
本次质押占公司股份比例：0.60%

1、 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质押股份数量（股）：2,210,000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72%
本次质押占公司股份比例：0.63%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 北大青鸟环宇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 48,941,578 股（包含本次股份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38.09%， 占公司总股本
14.06%。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北大青鸟环宇所持公司股份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 49,051,578 股（包含本次股份
质押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38.18%，占公司总股本
14.09%。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环节的复核机制，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1-069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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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
议案》，鉴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 1 名
激励对象已离职， 同意公司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20,986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1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近日办理
完成。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300183 证券简称：东软载波 公告编号：2021-039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软载波 股票代码 3001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辉 张燕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 16号甲 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 16号甲
电话 0532-83676959 0532-83676959
电子信箱 wanghui@eastsoft.com.cn zhangyan@eastsoft.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87,625,066.45 296,121,851.75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924,907.03 59,430,031.58 -4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264,482.87 54,310,096.87 -5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155,927.19 71,556,166.84 -1.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8 0.1268 -4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8 0.1268 -4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2.02%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59,083,163.91 3,237,484,448.09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48,745,612.64 3,010,352,946.36 -2.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8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 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崔健 境内自然人 16.06% 74,282,700 71,538,225
深圳山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澜海瑞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87% 68,775,700 0

王锐 境内自然人 10.22% 47,270,800 47,270,800
胡亚军 境内自然人 10.22% 47,270,800 45,524,325
陈一青 境内自然人 3.19% 14,77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2% 5,188,564 0
王乾江 境内自然人 0.70% 3,250,000 0
胡育琛 境内自然人 0.48% 2,210,221 0
李俊 境内自然人 0.31% 1,430,000 0
马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8% 1,285,5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现无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胡育琛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210,221股，实际合计持有 2,210,221股。
公司股东李俊通过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3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430,000股。
公司股东马建国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14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285,526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佛山市澜海瑞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21年 02月 02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 2021-00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 02月 03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变更日期 2021年 02月 02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 2021-00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 02月 03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4488 2021 年 8 月 2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1-04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太钢不锈 股票代码 0008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志君 周金晓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号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号
电话 0351-2137728或 2137729 0351-2137728或 2137729
电子信箱 tgbx@tisco.com.cn tgbx@tisco.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314,136,192.60 32,873,577,850.36 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4,959,341.59 590,026,793.36 70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36,891,928.81 529,617,494.00 79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34,901,929.78 2,107,895,500.42 29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1 0.104 699.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1 0.104 69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7% 1.84% 11.6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861,987,741.14 68,298,322,248.88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839,509,248.50 32,912,744,741.42 11.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9,1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31% 3,606,454,334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0% 307,632,895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3% 81,236,900 未知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45,136,538 未知

方威 境内自然
人 0.39% 22,021,90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致远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16,500,00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江源
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8% 16,000,099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8% 10,039,348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绝
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10,000,00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精致
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5% 8,505,2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太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知道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因转融通业
务出借 17,380,000 股到期返还而增加，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06,454,334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1-043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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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八届六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1年 8月 9日以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21年 8月 19日在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会议中心行政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监事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 3名，分别是高铁先生、张晓蕾先生和刘千里先生。
4.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铁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1.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参会监事一致通过本议案，并

提出以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参会监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1-04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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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1 年 8 月 9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21年 8月 19日在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会议中心行政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

合方式召开。
3.董事出席情况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11人。其中，董事魏成文先生、李华先生、柴志勇先生、

李建民先生、尚佳君先生、石来润先生及独立董事李端生先生等 7人出席现场会议。董事张晓东先生、
独立董事毛新平先生、刘新权先生和汪建华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议。

4.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魏成文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1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

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魏成文先生、李华先生、张晓东先生、李建民先生、尚佳君先生回避表决，经其他非关联

董事表决，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西太钢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修订后的《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信息披露制度》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西太钢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5、关于部分子公司董监高人员调整的议案
经公司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公司提名蔡尔恭先生为山西太钢保税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监事；邓

江波先生不再担任山西太钢保税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946 证券简称：恒而达 公告编号：2021-058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而达 股票代码 3009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俊锋

办公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新度村亭道
尾 228号

电话 0594-2911366
电子信箱 zqb@hengda-china.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9,616,832.29 174,552,110.99 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409,525.37 54,744,160.31 2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7,733,010.58 30,480,189.50 5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794,655.82 10,236,124.95 21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1.0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 1.0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5% 13.41% -5.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13,712,099.77 622,872,098.53 7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1,860,805.90 473,916,816.40 100.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168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正华 境内自然人 66.30% 44,200,000 44,200,000
莆田市壶山兰水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2,050,000 2,050,000

林正雄 境内自然人 2.25% 1,500,000 1,500,000
沈群宾 境内自然人 1.50% 1,000,000 1,000,000
林素媛 境内自然人 0.75% 500,000 500,000
莆田市恒而达之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500,000 500,000

陈丽容 境内自然人 0.37% 250,000 250,000
黄海生 境内自然人 0.28% 189,800 0
潘明 境内自然人 0.15% 100,000 0
潘敏 境内自然人 0.11% 70,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林正华与莆田市恒而达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丽钦系夫妻关系；
林正华与林素媛系兄妹关系；
陈丽容与莆田市恒而达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丽钦系姐妹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何昌容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100股外，还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8,100股；

李奕鸿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000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100，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3,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3 号）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170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16,670,000 股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股票简称

“恒而达”，股票代码“300946”，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66,67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7万股。

证券代码：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21-044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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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2021

年 7月 31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1年 8月 20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重庆市涪陵区
江北街道办事处二渡村一组）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斌全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2 人， 代表股份数 359,292,3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7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6 人，代表股份数 325,920,9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71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33,371,4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596％，公司
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
东大会予以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的比例
同意 355,785,073 99.0238% 29,864,170 89.4902%
反对 500 0.0001% 500 0.0015%
弃权 3,506,770 0.9760% 3,506,770 10.508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的比例
同意 355,785,073 99.0238% 29,864,170 89.4902%
反对 500 0.0001% 500 0.0015%
弃权 3,506,770 0.9760% 3,506,770 10.508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ST林重 公告编号：2021-0052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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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的通知，获

悉郭现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解除质押股数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解除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郭现生 是 22,000,000.00 9.29% 2.74% 20171201 20210802 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 计 22,000,000.00 9.29% 2.74%

二、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 注明
限 售 类
型）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郭现生 是 22,000,000.00 9.29% 2.74% 否 否 202108
19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之
日

林 州 瀚 海
路 桥 工 程
有限公司

非 融
资 类
质押

合 计 22,000,000.00 9.29% 2.74%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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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郭现生 236,852,214 29.54% 233,502,214 98.59% 29.13% 0 0 0 0
韩录云 70,550,740 8.80% 67,637,684 95.87% 8.44% 0 0 0 0
郭 浩 6,475,200 0.81% 6,475,200 100% 0.81% 0 0 0 0
郭 钏 101,400 0.01% 0 0 0 0 0 0 0
合 计 313,979,554 39.16% 307,615,098 97.97% 38.37% 0 0 0 0

说明：2021年 5月 6日，公司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因质押业务违约，被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了郭现生先生 50 万股， 故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
237,352,214股变更为 236,852,214股。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307,615,098股，占其所持

有股份比例 97.9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37%。 质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股份属
于非融资类业务，同时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高比例质押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自身资金需求。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质押的股份目前尚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 若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采取包括偿还部分本金、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1-069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56 号）核准，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7,139,393 股，发行价格为 11.55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45,959,989.15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488,318.39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05,471,670.76元。 公司已开具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
字[2019]01620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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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美年大健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美年科
技”）、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截至 2021年 8月 10日，公司增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放单位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大连美年科技 数据中心建设项
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分行 8110401014400550403 0

合 计 0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一：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大连美年大健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二为甲方一全资持股公司，甲方一与甲方二合

称为甲方）
乙 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丙 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二） 协议主要条款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8110401014400550403，截
止 2021年 8月 10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年/月/日，期限/个月。甲方承诺上述
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
存单不得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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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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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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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夏俊峰、牟晶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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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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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乙方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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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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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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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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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失效。

10、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方各持一份，丙方持两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其他说明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大连美年科技在中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具
体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大连美年科技、华泰联合及中信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6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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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8月 20日的交易

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2021年 8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1人， 代表股份 1,459,313,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21,758,560 股（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3,673,412,560 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 51,654,000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3,621,758,560股）的 40.293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股份 1,127,117,3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1.12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7人，代表股份 332,196,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1722%。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为 169

人，代表股份 136,821,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7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共 3人，代表公司股份 4,625,3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7%；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共 166人，代表公司股份 132,196,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0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视
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58,858,398 99.9688% 453,900 0.0311% 1,100 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36,366,403 99.6674% 453,900 0.3317% 1,100 0.000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鞠慧颖、李晓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21-104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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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1 月 20 日，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
要，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下属公司提供 400,000 万元人民
币的担保总额度，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公司提供 20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本议案
已经 2021年 2月 5日召开的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额度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月 21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1-012号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养殖”）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签订授信协议， 授信敞口金额为 6,000万元。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处乔家泊村
法定代表人：宫旭杰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 1月 4日
营业期限：2006年 1月 4日至 2026年 1月 3日
经营范围：禽畜（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繁育、养殖，育肥猪的采购及销售；收购玉米、小麦。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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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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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大养殖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持股比
例

2020年 1-12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1-6月 2021年 6月 30日

资产负 债
率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 产 总
额 净资产 营 业 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烟台龙大养殖
有限公司 100% 165,76

6.80
56,312.6
2

150,222.
32

124,376.
08

63,943.0
8

17,909.6
1

168,817.6
5

142,285.
70 15.72%

注：2020年度有关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 1-6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300753 证券简称：爱朋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1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爱朋医疗 股票代码 3007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缪飞 叶俞飞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
侧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
侧

电话 0513-80158003 0513-80158003
电子信箱 apon@apon.com.cn apon_zq@apon.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3,797,143.13 134,412,661.76 5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184,403.89 32,839,054.88 1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6,912,623.83 28,397,801.52 2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36,569.58 -36,502,746.62 5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50 0.2605 13.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50 0.2605 1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4.79% 0.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23,654,388.95 827,239,473.77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8,362,531.27 739,520,007.37 2.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9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凝宇 境内自然人 36.15% 45,567,811 45,567,811 质押 16,291,760
张智慧 境内自然人 14.20% 17,901,928 17,901,928 质押 3,198,000
叶建立 境内自然人 1.54% 1,944,788 1,458,591
上海国鸿智言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8% 1,869,905 0

尹学志 境内自然人 1.10% 1,384,458 0
上海黑极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黑极资
产价值精选 3 号（健康中
国）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99% 1,247,328 0

关继峰 境内自然人 0.88% 1,106,995 863,681 质押 904,800
南通建华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88% 1,105,844 0

上海盛宇黑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0.79% 993,552 0

张乃之 境内自然人 0.70% 883,4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5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唐秀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4,00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54,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凝宇
2020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