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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股东减持计划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在巨潮

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了《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预披
露公告》：股东陈一女士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53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94%）；股东南京鼎润天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润天成”）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259,6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90%）。

2021年 5月 25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2021年 8月 1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2021年 8月 23日，公司收到股东鼎润天成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截至目前，鼎润
天成减持 0股， 鼎润天成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届满。 现将鼎润天成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的减持情况
1、鼎润天成减持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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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鼎润天成 ——— ——— ——— 0 0
合计 0 0

截止本公告日，鼎润天成减持计划尚未实施，鼎润天成尚持有公司股份 5,259,68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7290%。

2、鼎润天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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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鼎润天成
合计持有股份 525.97 0.7290 525.97 0.72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5.97 0.7290 525.97 0.72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鼎润天成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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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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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截止本公告日，鼎润天成尚未减持，未超过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3、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鼎润天成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及计划减持时所做承诺如下：
（1） 自中装建设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企业）所持中装建设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本人（本企业）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 股份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本人（本企业）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本企业）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数量的 50%，转让
价格为届时市场价格。 本人（本企业）在转让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时，将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通过中装建
设公告。

（2）本人（本企业）作为持有中装建设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股份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以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中装建设的部分股票。 其中，股份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本人（本企业）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期满前直接持有的股份数的 50%，转让价格为届时市场
价格。本人（本企业）在转让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时，将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通过中装建设公告。本人（本
企业）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本企业）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归公
司所有，本人（本企业）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自违约之日
起将应得的现金分红由中装建设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承诺
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直至本人（本企业）履行承诺或依法弥补完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损
失为止。

（3）在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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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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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截止本公告日，鼎润天成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的各项承诺，未发生减持的情况及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形。

4、鼎润天成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鼎润天成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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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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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8月 24日 14: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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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4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8月 24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江西路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汝捷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8月 18日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4 人，代表股份 152,021,8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5527％。 其

中：
1. 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1,414,16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4626%。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 人，代表股份 607,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02％。
3.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 人，代表股份 1,756,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6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震巽发展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51,837,5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8％；反对 184,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12％；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7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068％；反对 18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4932％；弃权 0股。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雪人工程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51,838,0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91％；反对 183,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9％；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72,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352％；反对 18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4648％；弃权 0股。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51,845,9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3％；反对 17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8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9850％；反对 1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150％；弃权 0股。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51,27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02％；反对 744,5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9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1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6075％；反对 744,5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42.3925％；弃权 0股。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51,27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02％；反对 744,5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9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1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6075％；反对 744,5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42.3925％；弃权 0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赖文婷律师、叶惠英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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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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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安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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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林 何华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军联路 3号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军联路 3号

电话 0575-87658897 0575-87605817

电子信箱 lijl@vie.com.cn kuaijiyiban05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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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128,058.92 1,085,056,392.36 2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72,926.51 8,432,996.02 5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816,646.86 -12,236,662.41 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245,563.81 105,336,059.93 -12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44%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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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2,067,903.67 3,674,750,125.57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9,218,690.92 1,923,380,873.0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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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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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安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45.86% 219,980,700 0 质押 32,000,000

陈锋 境内自然人 4.99% 23,940,000 17,955,000
陈利祥 境内自然人 4.89% 23,476,530 0
陈永汉 境内自然人 0.96% 4,627,192 0
俞迪辉 境内自然人 0.89% 4,257,194 3,192,895
陈黎慕 境内自然人 0.82% 3,927,190 2,945,392
李连香 境内自然人 0.75% 3,580,000 0
陈黎明 境内自然人 0.67% 3,207,642 0
蔡令天 境内自然人 0.67% 3,207,640 0
吴慧 境内自然人 0.67% 3,199,5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陈锋为陈利祥之子。陈利祥、陈锋、陈
永汉、陈黎慕、俞迪辉、陈黎明等 6人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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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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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陈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21年 8月 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租赁万安集团有限公司闲置的办公楼部分层楼用于公司部分技术及管理人员办公，租赁期 3

年，每年租赁费预计 210万元，其中包含水电费用 40万元，租赁费总计 630万元。
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慕、俞迪辉、傅直全、姚焕春回避了表决。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21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6）。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5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朱哲剑先
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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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租赁万安集团有限公司闲置的办公楼部分层楼用于公司部分技术及管理人员办公，租赁期 3
年，每年租赁费预计 210万元，其中包含水电费用 40万元，租赁费总计 630万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21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6）。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6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拟租赁万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安集团”）闲置的办公楼部分层楼用于公司部分技术及管理人员办公，租赁期 3 年，每年租赁
费预计 210万元，其中包含水电费用 40万元，租赁费总计 630万元。

2、关联关系
万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鉴于上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 2021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董事回避情况，回避表决的董事姓名、理由和回避情况：
该议案实施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
关联董事陈锋、陈江、陈黎慕、俞迪辉、傅直全、姚焕春回避了表决。 陈锋、陈黎慕、俞迪辉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兼任万安集团董事，陈江、傅直全为万安集团董事，姚焕春与陈锋、陈江、陈黎慕、俞迪辉存
在亲属关系。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人名称：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利祥
（2）注册资本：7,158万元（人民币）
（3）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4）成立时间：1997年 7月 21日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制造：切削工具、机床附件、空调及其配件、工程塑料、服装；批发零售：金

属材料（除贵稀金属）、塑料原件及制品、建筑材料（除竹木）、五金工具、机电设备（除汽车）、家用电器。
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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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财务数据（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元）
总资产 5,847,241,747.37
净资产 2,509,211,484.17
主营业务收入 1,372,863,822.72
净利润 7,200,091.05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万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5.86%股权，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万安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交易金额相对较小，也
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意见
我们对公司与万安集团的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与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与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履行的审议及表决程序
合法。

（2）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按市场原则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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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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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金财 股票代码 00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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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剑 姜韶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路 11 号北京创业
大厦 B座 9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路 11 号北京创业
大厦 B座 9层

电话 010-62309608 010-62309608

电子信箱 zkjc@sinodata.net.cn zkjc@sinodata.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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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240,479.91 424,932,462.42 3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68,797.67 -26,154,179.64 2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851,853.99 -46,691,380.53 3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7,766,091.52 -211,025,099.52 -7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1.17%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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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571,669.63 3,142,376,101.15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33,835,706.48 2,255,202,219.1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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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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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飒 境内自然人 14.93% 50,392,918 50,392,918 质押 29,187,598
刘开同 境内自然人 3.60% 12,157,490
天津滨河数据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88% 6,333,666

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9% 4,696,937

席燕平 境内自然人 0.98% 3,292,995
朱烨东 境内自然人 0.97% 3,264,533 2,448,400
杨承宏 境内自然人 0.87% 2,933,960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82% 2,754,007

张广清 境内自然人 0.65% 2,190,539
常志月 境内自然人 0.60% 2,0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烨东、沈飒为夫妻关系，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股东刘开同
及其配偶董书倩共同控制的企业，董书倩为公司股东。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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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上述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股东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初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7,323,666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7,323,666 股，报
告期末通过报告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23,666 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710,000股，合计持有 6,333,666股。
股东席燕平在报告期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150,295
股，合计持有 3,150,295 股，报告期末通过报告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3,292,995股，合计持有 3,292,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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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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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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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日在公司天枢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9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会议由董事长朱烨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出席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 2021年 8月 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公司董事汪亮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汪亮先生简历

请见附件。
3.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参股子公司深圳市金源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9%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航

嘉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24,910万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深圳市金源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股权。 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以及执行转让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1年 8月 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 2021 年 8 月 25 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附件：
汪亮，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 年出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EMBA。 现任北京中科

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政府行业总经理。
汪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21-035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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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召开情况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日在公司天枢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9日以电话、 邮件方式通知各监
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昕先生主持，出席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监事会对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了审核意见， 认为：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 2021年 8月 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21-037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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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2021年 8月 24日，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航嘉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航嘉源”）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参股子公司深圳市金源
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源兴”）49%的股权转让给深圳航嘉源，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
深圳金源兴股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
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深圳金源兴 49%的股权转让给深圳航嘉源， 转让价格 24,910 万
元，并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以及执行转让事项，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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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姓名：深圳市航嘉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 10月 21日
3.法定代表人：罗文华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中浩工业城航嘉工业园 2号厂房 301-A
7.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信息咨询等
8.股权结构：罗文华 99.30%，王立田 0.70%。
上述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源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 11月 10日
3.法定代表人：朱云风
4.注册资本：50,000万元
5.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中浩工业城航嘉工业园 2号厂房 201-B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区块链研发、咨询；企业云服务、应用建模、运营维护平台、移动

开发平台、工业服务组件库、工业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产品、IT 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软件测试；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投资兴办实业（不含限制项目）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深圳市航嘉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51% 25,500 25,500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24,500 24,500

合计 100% 50,000 50,000

8.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0,007,963.37 506,331,590.13

负债总额 1,990.84 1,705,090.93

净资产 500,005,972.53 504,626,499.20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 5,389,391.18

营业利润 7,963.37 6,160,702.23

净利润 5,972.53 4,620,526.67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受让方：深圳市航嘉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深圳市金源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
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9%的股权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给受让方。
2、受让方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49%的股权。
（三）过户
转让方与受让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办理完毕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交易价格及支付
1、双方参考目标公司账面净资产并结合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经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

款为人民币 249,100,000元。
2、受让方应于 2021年 8月 30日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盘活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发展和持续
盈利能力，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转让深圳金源兴 49%股权事项，决策程序和决策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
司优化资产结构，有利于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300884 证券简称：狄耐克 公告编号：2021-031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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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884 证券简称：狄耐克 公告编号：2021-032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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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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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耐克 股票代码 30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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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丽梅 洪跃进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 2 号兴
联电子大厦五楼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 2号兴联
电子大厦五楼

电话 0592-5760257 0592-5760257

电子信箱 dnake@dnake.com dnake@dna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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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662,929.72 267,788,917.98 4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204,254.56 53,624,594.36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9,892,540.02 52,701,066.50 -2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350,337.64 -1,320,688.09 -5,68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4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4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12.11%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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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904,306.79 1,637,530,627.92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0,445,729.50 1,214,498,757.09 2.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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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国栋 境内自然人 26.02% 46,838,250 46,838,250

厦门鑫合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6.75% 12,150,000 12,150,000

庄伟 境内自然人 6.63% 11,931,300 11,931,300

福建红桥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5.25% 9,450,000 9,450,000

侯宏强 境内自然人 5.17% 9,306,900 9,306,900

厦门兴联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74% 6,736,500 6,736,500 质押 1,480,000

厦门宏盛利投
资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46% 6,220,800 6,220,800

厦门万顺荣投
资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19% 5,737,500 5,737,500

义乌驰力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00% 5,400,000 5,400,000

裴韶山 境内自然人 2.25% 4,050,000 4,050,000

厦门市启诚和
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25% 4,050,000 4,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厦门鑫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为缪国栋持股 100%的企业；厦门万顺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厦门宏盛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且厦门宏盛
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 99.01%的有限合伙人洪琼瑶女士与福建红桥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泉州市红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火炉先生及其儿子吴培坤先生存在亲属关系。除上述情况之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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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需要特别提示的重要事项。 具体经营情况，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

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3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补充质押及

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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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积生先生通

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了补充质押及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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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积生 是 200,000 0.05% 0.02% 否 是
2021年
08月
23日

2022年
08月
24日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押

曹积生 是 1,300,000 0.32% 0.13% 否 是
2021年
08月
23日

2021年
12月
07日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押

合 计 ——— 1,500,000 0.37% 0.15% -- -- -- -- -- --

2、本次股份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
控股 股
东或 第
一大 股
东及其
一致 行
动人

延期购回数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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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质押
到期日

现 质 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曹积生 是 9,000,000 2.20% 0.91% 否 否
2020年
08月
24日

2021年
08月
24日

2022年
08月
24日

安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补 充
子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曹积生 是 8,000,000 1.96% 0.81% 否 是
2021年
02月
08日

2021年
08月
24日

2022年
08月
24日

安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补 充
质押

合 计 ——— 17,000,000 4.16% 1.72% -- -- -- -- -- --

3、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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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
数量

本次质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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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积生 408,467,929 41.14% 62,402,000 63,902,000 15.64% 6.44% 0 0 0 0

合计 408,467,929 41.14% 62,402,000 63,902,000 15.64% 6.44% 0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均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曹积生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
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曹积生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08月 25日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1-068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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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1、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武汉中电华瑞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
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核准，是否调整本次交易方案或终止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
核准以及何时取得最终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
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一、本次交易概述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王子新材，股票代码：002735）自 2021 年 2 月 5
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并于当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
00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在停牌期间，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于 2021年 2月 1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年 2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并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王子新材，股票代码：002735）自 2021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开市
起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年 3月 25日、2021年 4月 24日、2021年 5月 25日、2021 年 6 月 25 日、2021 年 7 月 24 日，
公司发布了《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032、049、061、
06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

职调查、审计与评估等相关工作。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事项
的股东大会通知前，每 30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何时取得最终核准均存在
不确定性。

2、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披露的《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第八节风险因素”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因素作出了详细说明。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1-056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4%暨回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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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三期回购”），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股份，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7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7.22 元/股(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 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70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67.22 元/
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1 年 5
月 2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32）。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 2021年 8月 23日，公司第三期回购计划已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245,829,868股， 占公司截至 2021年 8月 23日总股本的 4.0865%， 最高成交价为 56.11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42.9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2,092,870,367.8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

日内；（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
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356,625,554股的 25%（即 89,156,388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前半小时内；（3）股票
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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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