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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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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劲嘉股份” ）于2020年3

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于2020年3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

容于2020年3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01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0.07%，最高成交价为9.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90元/股，成交金额为9,066,

087.03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

报告书》的相关规定。

2、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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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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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3月26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累计成交量为76,924,200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9,231,05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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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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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0-02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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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1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

过人民币65元/股，回购数量不超过8,000万股且不低于4,000万股。公司于2020年

2月25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于2020年2月22日、2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

公告）。

一、公司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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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

购了14,265,055股，占公司截至2020年3月31日总股本的0.2038%，最高成交价为

54.1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6.3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701,292,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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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不

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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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

为 10,019,745�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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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97,957�股的25%。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

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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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741� � �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9

债券代码：128051� � � �债券简称：光华转债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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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光华转债”（债券代码：128051）转股期为2019年6月21日至2024

年12月14日，转股价格为12.72元/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

将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

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31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

12月14日公开发行了249.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24,

93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9]1号” 文同

意， 公司24,93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月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光华转债” ，债券代码“128051” 。

根据相关规定和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2019年6月21日

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光华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03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0.8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

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13日， 光华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6月13日起由原来的

17.03元/股调整为16.95元/股。

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9� 年7月25日

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光华转债” 转股价

格的议案》，确定将“光华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人民币12.72元/股，本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19年7月26日。

二、光华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光华转债因转股减少37,000.00元，转股数量为2,907股，截至

2020年3月31日，光华转债余额为249,170,300.00元。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

2020

年

3

月

31

日）

数量 比例（

%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

股

152,135,520.00 40.65 0 0 0 -96,885,000.00 -96,885,000.00 55,250,520.00 14.76

高管锁定股

149,289,760.00 39.89 0 0 0 -96,885,000.00 -96,885,000.00 52,404,760.00 14.00

首发后限售股

2,845,760.00 0.76 0 0 0 0 0 2,845,760.00 0.7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2,099,508.00 59.35 0 0 0 96,887,907.00 96,887,907.00 318,987,415.00 85.24

三、总股本

374,235,028.00 100.00 0 0 0 2,907.00 2,907.00 374,237,935.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754-88211322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光华科技” 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光华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907� � �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0-017

债券代码：128069� � � �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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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森转债（128069）转股期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5年6月24日，转股价格

为18.08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现将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森转债” 或“可转债” ）转

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2号）的核准，公司于2019年6

月24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19年7月1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债券代码

“128069”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重庆华森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5年6月24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18.11元/股。

2019年7月11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登记手续，2019年7月15日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之上市日。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华

森转债转股价格自2019年7月15日由人民币18.11元/股（初始转股价格）调整为

人民币18.08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2）。

二、华森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华森转债因转股减少83,800.00元（838张），转股数量为4,

623股。截至2020年3月31日，华森转债剩余金额为299,909,100元，公司2020年第

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

2020

年

3

月

31

日）

数量（股） 比例（

%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

本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39,585,749 84.57 0 0 0 -2,999,940 -2,999,940 336,585,809 83.82

高管锁定股

32,099,549 7.99 0 0 0 -2,999,940 -2,999,940 29,099,609 7.25

股权激励限售股

1,486,200 0.37 0 0 0 0 0 1,486,200 0.37

首发前限售股

306,000,000 76.21 0 0 0 0 0 306,000,000 76.2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1,960,841 15.43 0 0 0 3,004,563 3,004,563 64,965,404 16.18

三、股份总数

401,546,590 100.00 0 0 0 4,623 4,623 401,551,213 100.00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3-6703885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20年3月31日

“华森制药” 股本结构表；

（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20年3月31日

“华森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20-010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年第一季度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本次自主行权数为9,286,754

股；其中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完成自主行权

数为7,006,883� 股，占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48,099,115份的14.57%；预留

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完成自主行权数为2,279,871股， 占符合条件行权数量20,528,

350份的11.11%。

一、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概述

根据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

议，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

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条件的股

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8,099,115份，行权起始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行权终止日期

为2020年4月7日；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

为20,528,350份，行权起始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行权终止日期为2020年3月1日；

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具体内

容详见2019年5月2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具体情况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

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9,286,754

股；其中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完成自主行权

数为7,006,883� 股，占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48,099,115份的14.57%；预留

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完成自主行权数为2,279,871股， 占符合条件行权数量20,528,

350份的11.11%。公司本次获得募集资金53,533,151.40元，该项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截止2020年3月31日， 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完成自主行权数为47,667,109股，占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48,099,115

份的99.10%；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完成自主行权数为20,528,350股，占符合条件

行权数量20,528,350份的1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变动后

（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132,557 0 5,132,55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21,113,690 9,286,754 8,430,400,444

总股本

8,426,246,247 9,286,754 8,435,533,001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2020-13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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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于2020年4月1日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

际广场26层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

会，会议由董事长陆鹏程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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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710,

202,4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51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

股份687,327,2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69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2,875,1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20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24,

078,1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1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

股份1,202,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

股份22,875,1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2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情况如

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575,6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17％；反对626,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3％；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

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51,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968％；反对626,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3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二、关于制定《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575,6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17％；反对626,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3％；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

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51,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968％；反对626,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3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谭四军、 冯亚星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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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6

转债代码：127005� � � �转债简称：长证转债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长证转债（转债代码：127005）转股期为2018年9月17日至2024年3月11日，截

至目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7.43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

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0年

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32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

年3月12日公开发行了5,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0亿元。本次公

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

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50亿的部分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145号” 文同意，公司50亿元可转债于2018年4月1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证转债” ，债券代码“127005” 。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长证转债因转股减少38,400元，转股数量为5,153股；截至

2020年3月31日长证转债余额为4,999,247,800元。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可转债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620 0.0018 +750 +750 101,370 0.0018

其中：高管锁定股

100,620 0.0018 +750 +750 101,370 0.001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529,462,808 99.9982 +5,153 -750 +4,403 5,529,467,211 99.9982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5,529,462,808 99.9982 +5,153 -750 +4,403 5,529,467,211 99.9982

三、股份总数

5,529,563,428 100.00 +5,153 +5,153 5,529,568,581 100.00

三、其他

联系部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27-65799866

传 真：027-85481726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0年3月31日

“长江证券” 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0年3月31日

“长证转债” 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20-019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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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本次回

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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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告编号：2019-049）。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20,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78%，最高成交价为9.1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87元/股，成交金额1,998,943.71元（含已清算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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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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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11月11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为43,558,002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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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5%（即 10,

889,500�股）。

3、公司未在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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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回购方案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00元/股 （含），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 公司股票最低交易价

11.58元/股，最高交易价16.34元/股；现阶段公司可用于回购的自有资金能够及

时到位。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

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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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001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3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45,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9年4月3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2020年4月1日， 公司已将上述4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

此，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完成。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346� � �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2020-021

债券代码：155749� � � �债券简称：19恒力01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3月17日，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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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3.00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15）。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7,779,90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11%，购买的最高价为12.98元/股、最低价为12.67元/股，支付的金

额为9,996.13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0年3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7,779,9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11%，购买的最高价为12.98元/股、最低价为12.6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9,

996.13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