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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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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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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蓝股份 股票代码 30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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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旭迎 许立各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 4号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 4号
电话 0769-81582995 0769-81582995
电子信箱 ir@jctc.com.cn ir@jc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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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636,256.53 321,383,391.92 8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490,388.28 38,754,896.28 3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821,095.69 38,048,967.42 3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64,969.44 17,329,550.44 -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5 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5 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8.69%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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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413,991.05 1,339,926,151.59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1,184,765.86 847,681,634.37 3.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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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蓝控股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58% 90,200,000 90,200,000

贵州胜之蓝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6% 9,470,000 9,470,000 质押 3,200,000

伍建华 境内自然人 4.03% 6,000,000 6,000,000
黄雪林 境内自然人 2.01% 3,000,000 3,000,000
吴三桂 境内自然人 1.48% 2,200,000 2,200,000
蔡伟 境内自然人 0.67% 997,300 0
张惠媛 境内自然人 0.32% 482,200 0
蒋丹丹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 400,000
黄福林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 400,000
耿福能 境内自然人 0.14% 202,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黄雪林和黄福林为兄弟关系，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2.01%和 0.27%的股份，并分
别持有胜蓝控股 80.16%和 19.84%的出资额； 股东黄福林持有贵州胜之蓝 5.28%的出资
额；股东蒋丹丹为股东黄福林的配偶，持有公司 0.27%的股份；股东吴三桂持有贵州胜
之蓝 11.62%的出资额； 持有贵州胜之蓝 4.99%出资额的普通合伙人潘浩为公司股东黄
雪林和黄福林的表弟； 持有贵州胜之蓝 7.92%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欧阳润遗为公司股
东伍建华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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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安徽百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1600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60000 股；“乔峰”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5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54800 股；“黎宝婵”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00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50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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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不存在重大变化。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福林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300568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1-109
债券代码：123094 债券简称：星源转 2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星源转 2”赎回实施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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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源转 2”（债券代码：123094）赎回价格：100.25 元/张（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当期

利率为 0.4%），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登记日：2021年 9月 6日
3、赎回日：2021年 9月 7日
4、停止交易和转股日：2021年 9月 7日
5、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2021年 9月 10日
6、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1年 9月 14日
根据安排，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星源转 2”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

“星源转 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星源转 2”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
止交易日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星源转 2”停止交易和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不能在 2021 年 9 月 6 日当日及之前自行完成转股，
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星源转 2”的议案》，因触发《深
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星源转 2”提前赎回权。 现将“星源
转 2”赎回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26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了 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
民币 100,000.00 万元，期限 6 年。 2021 年 3 月 31 日，“星源转 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挂牌上市，并于 2021年 7月 26日起进入转股期。“星源转 2”初始转股价格为 31.54元/股，后因公
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星源转 2” 的转股
价格调整为 31.53元/股，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11 日；此外，公司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
派后，“星源转 2”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9.64元/股，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为 2021年 6月 29日。

二、赎回情况概述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赎回情形
2021年 7月 26日至 2021年 8月 13日期间，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19.64元/股）的 130%（25.53元/股），已触发上述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将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星源转 2”。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星源转 2”赎回价格为 100.25 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计息天数：从计息起始日（2021 年 1 月 20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1 年 9 月 7 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为 230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0.4%×230/365=0.25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25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 9月 6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星源转 2”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发布三次赎回公告，通告“星源转 2”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
项。

2、“星源转 2”自 2021年 9月 7日起停止转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星源转 2”流通面值若少于

人民币 3,000 万元时，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易，因此“星源转 2”停止交易时间
可能提前，届时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发布的“星源转 2”停止交易的公告。

4、2021年 9月 7日为“星源转 2”赎回日。 自 2021年 9月 7日起，“星源转 2”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
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星源转 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5、2021 年 9 月 10 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1 年 9 月 14 日为赎回款到达“星源转 2”持有人资
金账户日，届时“星源转 2”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星源转 2”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
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星源转 2”的情况

在本次“星源转 2”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即 2021年 2 月 13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日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秀峰先生、陈良先生已于 2021年 4月 1日累计卖出其持有的“星源转 2”
2,035,501张；董事王永国先生已于 2021年 4月 2日累计卖出其持有的“星源转 2”2,395张；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沈熙文女士已于 2021年 3月 31日累计卖出其持有的“星源转 2”1,500 张。 除上述人员以
外，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
易“星源转 2”的情况。

五、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一）“星源转 2”自赎回日（即 2021年 9月 7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但若出现“星源转 2”流通面

值若少于人民币 3,000万元时，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易。 因此，“星源转 2”停止
交易时间可能提前。除此之外，“星源转 2”赎回公告发布日至赎回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内，“星源转 2”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二）“星源转 2”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三）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星源转 2”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

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
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
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2138390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

回之法律意见书；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使“星源转 2”提前赎回权利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制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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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09 证券简称：汇创达 公告编号：2021-034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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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创达 股票代码 3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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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爱群路同富裕工
业区 2-2栋

电话 0755-27356972
电子信箱 xuwenlong@cn-h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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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368,067.14 258,037,335.05 4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996,001.44 45,929,209.84 6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9,152,004.83 44,406,518.75 5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34,841.86 43,883,868.45 -14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4 0.61 2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4 0.61 2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2% 12.51%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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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757,747.70 1,423,936,390.84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5,122,784.85 1,130,055,458.20 6.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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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境内自然人 36.43% 36,760,457 36,760,457质押 4,840,000
深圳市众合通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49% 19,666,087 19,666,087

深圳市富海新
材二期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2% 6,680,000 6,680,000

董芳梅 境内自然人 4.05% 4,084,495 4,084,495
康晓云 境内自然人 2.16% 2,176,656 2,176,656
赵秀杰 境内自然人 1.51% 1,523,661 1,523,661
李素芳 境内自然人 1.29% 1,305,993 1,305,993

珠海市诚道天
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 1,305,993 1,305,993

珠海市诚隆飞
越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 1,305,993 1,305,993

李洁 境内自然人 0.86% 870,662 870,6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李明与董芳梅系夫妻关系，李明为汇创达控股股东，二人为汇创达的共同实际控制
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分别为 36.43%和 4.05%。 董芳梅同时担任众合通的普通合
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在众合通的出资比例为 78.96%。 李明、董芳梅夫妇合计控制公
司股份的比例为 59.97%。

（2）赵秀杰直接持有汇创达 2.01%的股份，与诚隆飞越和诚道天华的普通合伙人及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金文系夫妻关系。

（3）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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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事项
1、珠海汇创达线路板制造有限公司
近年公司背光模组业务增速明显，对 FPC 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基于公司自身产业的需求，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以自有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成立全资子公司珠海汇创达线路板制造有
限公司，意在打通背光模组产品的供应链，截至报告期末，该公司处于筹备阶段，暂未开展业务。

（二）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聚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聚明”）于报告期内收到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044010821，有效期三年。 东莞聚明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起连续三年（即 2020 年、
2021 年、2022 年）可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5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获得高新企业证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301005 证券简称：超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1-21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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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7,126,90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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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捷股份 股票代码 3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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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涛 李思思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丰硕路 100弄 39号 上海市嘉定区丰硕路 100弄 39号
电话 021-59907242 021-59907242
电子信箱 lihongtao@shchaojie.com.cn liss@shchaoj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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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32,470.45 139,736,339.91 3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337,837.50 29,723,686.37 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6,383,465.83 27,557,647.22 3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552,257.22 38,026,681.64 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7 0.69 2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7 0.69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8% 12.8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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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955,116.44 394,653,428.52 12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3,150,524.63 269,359,486.39 183.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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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毅宁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07% 27,459,054 27,459,054

上海祥禾涌原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0% 2,913,472 2,913,472

上海誉威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2% 2,181,200 2,181,200

曾立丰 境内自然人 3.12% 1,780,560 1,780,560
吕海军 境内自然人 2.92% 1,669,280 1,669,280
王胜永 境内自然人 2.68% 1,528,716 1,528,716
周家乐 境内自然人 2.66% 1,518,078 1,518,078
宋毅博 境内自然人 2.40% 1,372,510 1,372,510
赵何钢 境内自然人 1.50% 856,903 856,903
上海文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08,500 70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中，林翠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52,87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552,870 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朱碧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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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10,315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510,315 股无限售条件
股份； 陈加响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3,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153,1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王津生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0,000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42,8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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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1-047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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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股份”或“公司”）投资设立了

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全称为萍乡市瑞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实有限公司”或“子公司”），该子
公司已于 2021年 8月 20日经萍乡市安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设立， 近日公司收到该子公司
的营业执照。

2、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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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萍乡市瑞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2MA3AMEDY0W；
法定代表人： 周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伍佰万元整；
股权结构：瑞和股份是瑞实有限公司的唯一投资者，公司持有 100%股权；
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委会长兴馆长兴西路 6-17号三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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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充电桩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瑞实有限公司，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开拓公司新能

源业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2、存在的风险
子公司成立后，可能存在公司管理、资源配置、跨行业竞争、市场变化及宏观政策影响等风险，公

司将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组建优
秀的经营管理团队，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业务经营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事项后续如有新的进展和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654 证券简称：世纪天鸿 公告编号：2021-056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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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天鸿 股票代码 3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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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杰 韩海涛
办公地址 淄博市高新区天鸿路 9号 淄博市高新区天鸿路 9号
电话 0533-3590083 0533-3590083
电子信箱 sjthzqb@zhnet.com.cn sjthzqb@zh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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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61,593.60 79,780,178.60 1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6,399.58 559,158.50 -16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788,611.68 -3,291,586.09 -7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677,647.29 -46,515,747.55 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 0.003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2 0.003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0.1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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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004,923.69 740,945,173.83 -1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7,463,210.32 493,292,369.03 -3.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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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志鸿教育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71% 85,020,000 质押 33,534,000

任伦 境内自然人 4.18% 7,605,000 5,703,750 质押 2,530,000
巴学芳 境内自然人 3.76% 6,852,550
王立新 境内自然人 1.12% 2,042,400
李剑钊 境内自然人 1.01% 1,837,680
陈文洁 境内自然人 0.99% 1,810,000
祝惠君 境内自然人 0.99% 1,800,000
金祖龙 境内自然人 0.58% 1,062,300
谭东涛 境内自然人 0.54% 990,000
张建国 境内自然人 0.54% 988,5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志鸿与任伦为父子关系，除该
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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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5,3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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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9,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5,020,000�股；公司股东谭东涛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90,000�股；公司股东张建国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8,380�股，通过中银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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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156�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88,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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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证券代码：300667 证券简称：必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7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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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创科技 股票代码 3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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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丹 刘晓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1号汇众2号楼6层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1号汇众2号楼6层
电话 010-82783640-899 010-82783640-899
电子信箱 tzzgx@beetech.cn tzzgx@bee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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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463,757.06 325,073,853.43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19,479.73 5,503,469.32 8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876,700.05 572,209.17 1,10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48,624.15 -19,259,749.45 2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65%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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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530,686.64 1,561,761,942.87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8,323,633.28 1,144,006,728.14 0.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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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啸宁 境内自然人 20.46% 40,675,246 31,631,434 质押 15,780,00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8.15% 16,192,557 0 0
何蕾 境内自然人 5.99% 11,914,205 0
丁良成 境内自然人 4.44% 8,818,545 7,648,925 质押 6,940,000
北京金先锋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6% 4,692,660 3,308,185 0

北京卓益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3,611,926 2,546,300 0

上海迎水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迎水合力
15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8% 3,546,100 0 0

朱怀明 境内自然人 0.91% 1,807,602 0 0
唐智斌 境内自然人 0.90% 1,796,429 1,347,322 0
新华都实业集
团（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6% 1,703,25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发树先生与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丁良成先生和北京
卓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李兰芬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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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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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必创定转 124003 2020 年 01 月 08

日
2023 年 01 月 07
日 3,1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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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27.46% 26.3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7.97 9.34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证券代码：300686 证券简称：智动力 公告编号：2021-050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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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动力 股票代码 30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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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晴 鄢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小布二路 10号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小布二路 10号
电话 0769-89890150 0769-89890150
电子信箱 cq@szcdl.com zhi.yan@szcdl.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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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890,956.21 871,118,638.19 2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083,513.52 48,054,363.37 2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7,030,850.38 42,776,263.54 3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743,126.10 125,473,402.99 -37.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86 0.2381 -8.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86 0.2381 -8.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6.10%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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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281,473.71 3,447,865,619.31 -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7,372,500.59 1,912,156,396.27 -9.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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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加维 境内自然人 18.02% 47,879,986 35,909,989
陈奕纯 境内自然人 15.43% 41,006,355 30,754,766 质押 30,000,000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3,055,696 11,370,096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远致富海并购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28% 11,370,096 11,370,096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瑞信混
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92% 10,430,520 0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5,685,048 5,685,04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14% 5,685,048 5,685,048

云南智轩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4,258,325 0

深圳前海国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元精诚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7% 2,849,346 2,849,346

王米红 境内自然人 1.07% 2,842,524 2,842,5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加维和陈奕纯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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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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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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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1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3），公司以交易价款 3.43 亿元现金收购广东阿特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特斯”）
49%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阿特斯 100%股权，阿特斯成为公司 100%合并报表的子公司。

证券代码：300345 证券简称：华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号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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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皆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本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皆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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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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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民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艳春（代） 姜珊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
号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号

电话 0731-82378283 0731-82378283
电子信箱 huamin@huaminchina.cn huamin@huamin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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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87,480.28 68,543,730.41 1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44,260.75 -2,535,181.58 33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602,672.22 -4,525,519.85 15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3,574.29 15,107,388.27 -111.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3 -0.006 3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3 -0.006 3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0.5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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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875,861.72 558,720,236.36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5,598,839.72 499,654,578.97 1.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3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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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88,259,100 0 质押 88,259,100

任立军 境内自然人 5.20% 22,936,319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巡洋 1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4% 19,151,800 0

关海果 境内自然人 4.06% 17,900,300 0
朱明楚 境内自然人 3.62% 15,987,995 0
符真 境内自然人 1.36% 6,011,200 0
王涛 境内自然人 1.29% 5,696,400 0
朱红专 境内自然人 1.14% 5,018,613 0
陈文妍 境内自然人 1.00% 4,394,900 0
邓春奇 境内自然人 0.66% 2,913,5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朱红玉、朱明楚、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巡洋 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均于 2021年 3月 5日到期，
建湘晖鸿与上述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朱明楚为朱红玉之子，朱红专为朱红玉之兄；
朱明楚、朱红玉合计持有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00%权益；
陈文妍为关海果之妻，符真为关海果之母，关海果、符真、陈文妍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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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股东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 19,151,800
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151,800股;

股东关海果共持有公司 17,900,300股，其中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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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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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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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2021年 8月 13日，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湘晖鸿”）股东桃

源县湘晖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源湘晖”）与股东欧阳少红女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桃源湘晖将其持有的建湘晖鸿 60.00%股权转让给欧阳少红女士。 本次股权转让后，桃源湘晖不再持
有建湘晖鸿股权，欧阳少红女士持有建湘晖鸿 100.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卢建之先生变更为欧
阳少红女士。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并于 2021年 8月 19日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湖南华民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根据要求，对所涉问题积极组织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核查、讨论，
并于 2021年 8月 21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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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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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创”）出具的《关于减持科大国创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合肥国创于 2021 年 8
月 11日至 2021年 8月 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3,021,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留学生园二号楼 202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8月 11日至 2021年 8月 24日
股票简称 科大国创 股票代码 300520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R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集中竞价交易 2,321,700 0.95
大宗交易 700,000 0.29

合 计 3,021,700 1.2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R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6,117,933 35.31 83,096,233 34.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226,191 30.02 70,204,491 28.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91,742 5.29 12,891,742 5.2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R ��否□
本次权益变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披
露了《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合肥国创相关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尚在履行中。 本次权益变动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无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合肥国创严格履行了相关股份减持的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购买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R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