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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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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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荣医疗 股票代码 00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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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 陈凤菊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 2号
尚荣科技工业园

电话 0755-82290988 0755-82290988
电子信箱 gen@glory-medical.com.cn gen@glory-medic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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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72,410,271.07 966,698,934.75 -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990,823.24 93,879,837.97 -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9,557,461.80 90,122,025.97 -2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957,497.61 281,402,968.23 -7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3.32%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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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4,413,600.44 5,061,310,162.20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54,184,014.89 2,981,338,105.37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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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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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桂秋 境内自然人 30.43% 249,586,723 192,236,717
梁桂添 境内自然人 7.08% 58,093,225 43,569,919
梁桂忠 境内自然人 1.56% 12,767,205 0
于文河 境内自然人 0.56% 4,599,250 0
黄宁 境内自然人 0.49% 3,990,568 2,992,926
靳玉德 境内自然人 0.30% 2,497,286 0
肖晓勇 境内自然人 0.28% 2,305,500 0
郑木平 境内自然人 0.22% 1,805,000 0
李硕 境内自然人 0.19% 1,594,100 0
王建文 境内自然人 0.19% 1,549,4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梁桂秋与黄宁为夫妻关系；梁桂秋、梁桂添、梁桂忠为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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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尚荣
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尚荣转债 128053 2019 年 02 月 14
日

2025 年 02 月 14
日 19,058.71

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270% 251% 19%
资产负债率 26.12% 27.98% -1.86%
速动比率 230% 216% 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955.75 9,012.20 -22.82%
EBITDA全部债务比 12.00% 14.00% -2.00%
利息保障倍数 27.95 34.46 -18.8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3.49 29.30 -53.96%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4.88 39.2 -11.02%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
利息偿付率 26.94% 21.81% 5.13%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在手订单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实施地 合同签署日

期 交易对方
合同价（万
元） 最终以
审计后的结
算价为准

合同
工期

项目进度（截止
至 2021年 6月 30
日）

1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医院病房综
合楼新建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宁陵县人民医院 2016年5月6

日
宁陵县人
民医院 15,000.00 24 个

月 工程收尾阶段。

2 《陕西省澄城县医院整体迁建项
目融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澄城县 2016年12月

16日
陕西省澄
城县医院 60,000.00 36 个

月
机电安装及室外
工程施工中。

3 《秦皇岛市第二医院投资迁建合
作协议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 2015年5月 秦皇岛市

第二医院 90,000.00 36 个
月 已停工。

4 《鹤山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
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广东省鹤山市 2017年 6月

16日
鹤山市人
民医院 37,611.19 920

天
机电安装及室外
工程施工中

5 《南丰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融资建设合同》

江西省抚州市南
丰县

南丰县人
民医院 40,000.00 24 个

月
机电安装及室外
工程施工中

6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
住院楼建设项目融资代建建设
合同》

四川省巴中市江
北大 道241号

2012年7�月
13日

巴中市巴
州区人民
医院

21,800.00 1037
天 未开工。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南院建设 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
同（一期）》

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卜奎大街东
侧、红鹤路南侧，
长江路北侧，松
花江环路西侧

2012年 7月
31日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市第一医
院

90,000.00 862
天

正在办理项目开
工等施工前准备
工作。

8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医院
扩建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内蒙古自治区阿
荣旗建华街9号

2012年 7月
31日

内蒙古自
治区阿荣
旗人民医
院

14,000.00 793
天 未开工。

9 《山东省曹县人民医院新区三期
建设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山东曹县青河路
东邻 与富民大
道南邻的交 叉
路口

2013年4�月
23日

山东省曹
县 人 民
医院

50,000.00 30 个
月 未开工。

10 《福安市卫生补短板PPP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书》 福建省福安市 2019年9月3

日
福安市卫
生健康局 23,994.59 24 个

月 土建施工中。

（二）2019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事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84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开发

行了 7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5,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9]93号”文同意，公司 7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尚荣转债”，债券代码“12805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 2019 年 8 月 21 日起可转
换为公司股份。 尚荣转债的初始价格为 4.94元/股。 2019年 8月 21日，尚荣转债开始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8月 19日、2019年 10月 9日、2020年 1月 3日、2020年 4月 2
日、2020 年 7 月 2 日、2020 年 10 月 10 日、2021 年 4 月 2 日以及 2021 年 7 月 2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尚荣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号）、《关于 2019年第三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 号）、《关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号）、《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6号）、《关于 2020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号）、《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号）、《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号）以及《关于 2021年第二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号）。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
2020年 4月 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0年 5月 18日，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不超过 35名，发行数量合计不超过 246,055,429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58,000.00万元， 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净额拟 5G数字手术治疗系统产品产业化项
目、一次性医疗防疫防护产品产业化项目高端骨科耗材产品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 6月，中国证监会受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020年 8月，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反馈意见，根据

《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逐一核查、回复，并根据中国
证监会的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且在规定的期限内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报送相关材料。

2020年 9月 27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无条件通过。
2020年 10月 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7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021年 8月 11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数量为 24,295,004

股,发行价给为 4.6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999,968.44 元，截止至本报告期披露日，本次非公开发
行工作已顺利完成。

具体详情请查看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 5 月 19 日、2020 年 6 月 29 日、2020 年 7
月 15 日、2020 年 8 月 8 日、2020 年 8 月 20 日、2020 年 9 月 28 日、2020 年 10 月 24 日和 2021 年 8 月
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公司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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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关于深圳
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关于〈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的公告》、《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修订稿）》、《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公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四）其他项目进展情况
2016 年 1 月 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投资”）与秦皇岛

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建投公司”）、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潮公司”）签署《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北戴
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出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
院之投资协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 8月，金潮公司向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戴河新区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请求法院判令解散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医院管理公司”），并承
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用。 北戴河新区法院一审判决解散广济医院管理公司并驳回金潮公
司的其他诉求。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尚荣投资依法向河北省秦皇岛是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时，
尚荣投资与金潮公司和市建投公司就广济医院项目目前产生的矛盾和分歧正在通过其他非司法渠道
进行协商沟通。 该事项系因合作事项出现分歧导致的纠纷，该事项所涉及的广济医院管理公司财务状
况未发生恶化,各项资产的价值未发生贬损,本公司亦在积极与合作方沟通以消除分歧，故该事项不会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6年 1 月 14 日和 2020 年 8 月 5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合作方出
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
003）和《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桂秋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1-037
债券代码：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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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1年 8 月 21 日（11:00）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加通讯（通讯方式参加人员为刘卫兵、曾江虹、欧阳建国、陈思平、虞熙春）相结合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权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权董事 9名。公司监事均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梁桂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报告详细内容、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

告》。
本报告的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和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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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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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1年 8 月 21 日（12:00）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雪莹女士主持，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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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1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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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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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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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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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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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997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843,506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01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 367,999,989.06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等）8,309,503.8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59,690,485.22 元。 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到位，业经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2017]112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
份 40,843,506 股已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相关事宜。 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用于医院手术部、ICU产品产业化项目的金额为 159,690,485.22元,用于增加医院整体建设
业务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200,000,000.00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359,690,485.22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38,837,870.94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338,837,870.94

本年度使用金额： -

—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

—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减：购买理财产品 20,000,000.00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 455,104.31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307,718.59

（二）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年 12月 5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8]1843号文《关于核准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获准
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7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募集资金
人民币 750,000,000.00 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 14,150,943.40元，其他发行
费用不含税金额 2,502,830.2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3,346,226.40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大华验字[2019]000067 号验资报
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0,000,000.00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
费用含税金额 15,000,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含税金额 2,653,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2,347,000.00元（以下报告均按此金额为募集资金净额）。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732,347,000.00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 15,729,317.5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63,584,112.79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335,280,717.55

本年度使用金额： 128,303,395.24

—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28,303,395.24

—用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减：购买理财产品 135,000,00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9,492,204.79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实际结余金额为 151,077,204.79 元与 149,492,204.79 元的差异为 1,585,000.00
元，该差异为已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其他发行费所致。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包含用利息收入部分。

二、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

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于 2010年 6月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该制度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于 2020年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1、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相关制度，本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
场调查一次。

2、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相关制度，本公司于 2019年 2月 28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及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
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
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
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 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
务顾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20000011035800020009777 200,000,000.00 1,297,537.82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岗支行 337170100100291219 159,690,485.22 10,180.77 活期

合 计 359,690,485.22 1,307,718.59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307,718.59元。
2、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000011035800026955769 200,000,000.00 3,620,853.63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龙岗支行 337170100100317878 150,000,000.00 90,131,528.80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上步支行 630759099 100,000,000.00 1,993,073.49 活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15000097625736 115,000,000.00 7,427,753.24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门支行 4000021129201358585 170,000,000.00 47,903,995.63 活期

合 计 735,000,000.00 151,077,204.79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51,077,204.79 元，
与 149,492,204.79元的差异为 1,585,000.00元，该差异为已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其他发行费所致。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367,999,989.06 元，募集资金净额 359,690,485.22 元，本报

告期实际使用 0元；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750,000,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 732,347,000.00

元，本报告期实际使用 128,303,395.24 元；详见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二）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 12月 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
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目中的一次性吻合器系列产品中“一次性腔镜手术吻合器产业化项目”中的实施
地点进行变更。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一次性腔镜吻合器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合肥市瑶海区龙岗综合经
济开发区安徽尚荣工业园变更至江西尚荣城科技产业园。 本次实施地点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规
模为 5,710.00 万元。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根据该募投项目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7年 12月 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大华核字[2017]004338号”鉴证报告，以募集资金 27,125.34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部分自筹资金。 其中将募集资金 11,783.00万元置换公司“医院手术部，ICU产品产业化项
目”预先已投入的自有资金，将募集资金 15,342.34 万元置换公司“增加医院整体建设业务”预先已投
入的自有资金。 以上资金于 2018年 1月 9日置换完毕。

（二）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 3月 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9]001121号，
以募集资金 14,684.30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部分自筹资金。以上资金于 2019年 3
月 7日置换完毕。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除上述事由外，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1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969.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883.7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医院手术部 、
ICU产品产业化项
目

否 59,000.00 15,969.05 - 15,969.05 100.00
%

2019 年 12
月 - 是 否

2、增加医院整体建
设业务资金 否 25,000.00 20,000.00 - 17,914.74 89.57% 2019 年 12

月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84,000.00 35,969.05 - 33,883.79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7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以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医院手术部、ICU 产品产业化项目需置换金额
11,783.00万元；增加医院建设业务资金需置换金额为 15,342.34 万元；该次置换业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大华核字[2017]004338 号鉴证报告，并于 2018 年 1 月进行置
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20,000,000.00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307,718.59 元，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于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3,234.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830.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358.4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前承
诺投资总

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高端医疗耗材产业
化项目 否 75,000.00 73,234.70 2,830.34 36,358.41 49.65%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否 - 10,000.0
0 10,0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5,000.00 73,234.70 12,830.3
4 46,358.41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 无
补充流动资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报告正文四（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9年 2月 27日，公司以自有资金先期投入高端医疗耗材
产业化项目须置换金额 14,684.30万元；该次置换业经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2019]001121号。 以上资金于 2019年 3月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告编号：
2021-006）。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
公司将及时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本次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将做好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在使用期限内，若募投项目因实际发展需
要，实施进度超出目前的预计，或后续项目投建条件成熟，公司将
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
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为 100,000,000.0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含肆亿伍仟万元)
（￥45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期限为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含叁亿元整)（￥3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含贰亿伍仟万元整)
（￥25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授权期限为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关于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
135,000,000.00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49,492,204.79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报告数据募
集资金余额与实际银行存储余额存在差异为已用自有资金支付
的其他发行费所致）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1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直接

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
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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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现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不会直接或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事宜承诺如下：

公司不存在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目前不存在且未来亦
将不会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2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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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晶澳科技”）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0,300股。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0年 3月 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相关议案并对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0 年 3 月 12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取消原计划召开的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重新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修订发表了意见。

（三）2020年 3月 5日至 2020年 3月 14日， 公司将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针对上述激励对象名单
提出的任何异议；公示期满，监事会对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并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

示情况说明》。
（四）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五）2020年 3 月 30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并于 2020年 5月 20日完成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 110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55.23万份股票期权。

（六）2020年 4 月 27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并于 2020年 6月 18日完成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 436名
激励对象授予 952.57万股限制性股票。

（七）2020年 11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吕立杰等 8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8,800股。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8,800
股。

（九）2021年 2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确定 2021年 2月 26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授予 49名激励对象 144.77 万份股票期权；授
予 36名激励对象 45.43 万股限制性股票。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2021年 3 月 29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原激励对象陶云飞等 2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拟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共 103,900份；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000股。 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一）2021年 5月 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时，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因 2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共计 100,300 份； 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90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二）2021年 5月 27日，公司披露《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本次符合可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107人；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490.4430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16.14 元/股，可行权期限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至 2022 年 5 月 19
日。

（十三）2021年 5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 204,200份，回购注销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6,900股。

（十四）2021年 6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办理完

成 204,200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2021年 7月 8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办理完成 95,7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十五）2021年 7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度利润分派，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5.94元/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 35.09 元/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7.87 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17.45元/股。

（十六）2021年 8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0,300股。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
1、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

动的处理”的“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中（二）的规定:“激励对象因合同到期、辞职、公
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的规定，鉴于 3名激励对象已
离职，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对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0,300 股进行
回购注销处理。

2、回购价格
公司已于 2021年 7月 23日完成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
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
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8.07-0.2=7.87元/股；
调整后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17.65-0.2=17.45元/股。
鉴于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均为首次授予部分， 故本次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7.87元/股。
3、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159,761.00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960,188,624 60.07% -20,300 960,168,324 60.07%

其中：高管锁定股 147,305 0.01% 147,305 0.01%

首发后限售股 952,986,019 59.62% 952,986,019 59.62%

股权激励限售股 7,055,300 0.44% -20,300 7,035,000 0.4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8,188,766 39.93% 638,188,766 39.93%

三、总股本 1,598,377,390 100.00% -20,300 1,598,357,090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为截至 2021年 8月 23日数据。 本次回购注销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
值。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相关意见及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300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次
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300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原因、回购数量及价格、回购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
定，同意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

3、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回购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办理股份回购注销
及减资的相关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4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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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20,300股。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1-39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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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 京山轻机， 证券代码：

000821）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 年 8 月 19 日、8 月 20 日、8 月 2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有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除已披露信息外，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情况及已披露信息外，本公司目前没有其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1年 6月 30日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

日， 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0 万元–12,0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5.97%-111.16%。 截至公告日，2021年半年度业绩不存在需要修正的情况；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
息未向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中介机构提供。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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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

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股东张能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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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 http://www.

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能勇先生因个人资金
需求，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或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23,845,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

2021年 8月 23日， 公司接到张能勇先生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截至
2021年 8月 22日，较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时间已过半。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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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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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张能勇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 2021年 8月 22日，较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时间已过半，张能勇先生未在上述减持区

间减持本公司股份，仍持有公司股份 71,865,3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0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进展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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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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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

2、张能勇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目前，张能勇先生严格遵守
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

3、公司将继续关注张能勇先生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备查文件
《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