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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误

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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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段启掌先生于

2020年 07月 08日在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因误操作而导致短线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03 月 31 日披露了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段启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180 天内,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9,061,400 股公司股份。

2020年 07月 08日，段启掌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交易明细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

式

交易方

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元 /

股）

成交金额

（元）

占总股本的比

例(%)

2020.07.08

集中竞

价

卖出 2,236,800 5.46－5.72 12,561,596 0.4937

2020.07.08

集中竞

价

买入 12,000 5.66 67,920 0.0026

由于操作失误，段启掌先生将“卖出” 指令误操作成“买入” 指令，买入公司股票 12,000

股，买入价格为 5.66元 /股。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在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又买入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经公司核查，该笔短线

交易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

的目的。

二、 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一）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

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

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

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公司按照从严“最高卖价减去最低买价” 的方法计算，本次因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 12,

000股,买入价格为 5.66 元 / 股，本次卖出股票最高价格为 5.72 元 / 股，计算所得收益为 720

元。 上述所得收益 720元作为本次短线交易的获利金额，将全数上交公司所有。

（二）段启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20年 03月 31日披露的减持计划提前终止实施，

其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三）段启掌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性，现就本次操作失误导致的本

次短线交易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今后将严格规范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勤勉尽责，重视并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四）公司将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加强对《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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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

守有关规定，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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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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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日，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段启掌先生与张存爱

女士、卫讯舟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中：段启掌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2,102,5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0855%；张存爱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2,58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711%；卫讯

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4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34%。 前述三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4,

93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0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31 日披露了《持股 5%以

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段启掌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180 天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

式减持不超过 9,061,400股公司股份。 截至 2020年 07 月 09 日，段启掌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49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11%，同时由于操作失误，段启掌先

生将“卖出”指令误操作成“买入”指令，买入公司股份 1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6%。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段启掌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2,102,500 7.0855%

非公开发行取得：28,687,5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415,000股

张存爱

其他股东：持股 5%以上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2,587,500 0.5711% 非公开发行取得：2,587,500股

卫讯舟

其他股东：持股 5%以上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241,900 0.0534% 非公开发行取得：241,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段启掌 32,102,500 7.0855%

段启掌和张存爱为夫妻

关系

张存爱 2,587,500 0.5711%

段启掌和张存爱为夫妻

关系

卫讯舟 241,900 0.0534%

卫讯舟之配偶与张存爱

为姐妹关系

合计 34,931,900 7.7100%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因已构成短线交易，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段启掌

2,496,

800

0.5511

%

2020/4/22

～2020/7/9

集中

竞价

交易

4.85－

5.72

13,824,

162

已完成

29,617,

700

6.5370%

卫讯舟 0 0%

2020/4/22

～2020/7/9

集中

竞价

交易

0－0 0 已完成 2,587,500 0.5711%

张存爱 0 0%

2020/4/22

～2020/7/9

集中

竞价

交易

0－0 0 已完成 241,900 0.053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段启掌先生于 2020年 07月 08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236,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937%，同时由于操作失误，段启掌先生将“卖出”指令误操作成“买入”

指令，买入公司股份 1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6%。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四十四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构成短线交易。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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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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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之一共青城尚纯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纯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为 12,667,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91%；本次质押展期 12,667,200 股后，尚纯投资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为 12,667,2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100%。

● 截至本公告日，尚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蒋渊女士、陆龙英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为 111,930,9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39%，本次质押展期 12,667,200 股后，尚纯投资及其

一致行动人蒋渊女士、 陆龙英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72,653,298 股， 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

64.91%。

公司于 2020年 7月 8日收到尚纯投资办理股票质押展期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尚纯投资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12,667,200 股股票质押给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期限自 2020年 1月 10日起至 2020年 7月 8日止。 2020年 7月 7日，尚纯投资将

上述 12,667,200 股股票质押展期，展期后的赎回交易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并办理完成相关

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尚纯投

资

是 12,667,200

无限售

流 通

股

否 2020/7/8 2021/1/4

东北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00% 4.91%

自 身

资 金

需求

合计 / 12,667,200 / / / / / 100% 4.91% /

上述质押展期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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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蒋渊 76,003,200 29.46% 46,599,891 46,599,891 61.31% 18.06% 0 0 0 0

陆龙

英

23,260,515 9.02% 13,386,207 13,386,207 57.55% 5.19% 0 0 0 0

尚纯

投资

12,667,200 4.91% 12,667,200 12,667,200

100.00

%

4.91% 0 0 0 0

合计

111,930,

915

43.39% 72,653,298 72,653,298 64.91% 28.16%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尚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未来半年内

将到期的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元）

未来一年内

将到期的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元）

蒋渊 - - - - 16,900,000 22.24% 6.55% 70,000,000

陆龙英 - - - - 6,200,000 26.65% 2.40% 90,000,000

尚纯投资 12,667,200 100% 4.91% 79,000,000 - - - -

（二）尚纯投资资信情况

1、尚纯投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

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最近一年 10,656.04 11,422.91 0.00 11,422.91 -766.87 0.00 -707.19 4.37

最近一期 2,062.84 2,922.91 0.00 2,922.91 -806.07 0.00 -93.20 5.51

2、尚纯投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资产负

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

率

现金 /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

额度

重大

或有负

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

金额

对外担

保

141.69% 52.11% 52.11% 0.19% - - - -

尚纯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分

红、投资收益等，其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质押期限内，若出现平仓风险，

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目前，控股股东质押风险

可控，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

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尚纯投资的股份质押主要是由于其自身资金需求，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此次股份质

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组成，不影响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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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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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的核准批复（详见公司临 2020-063号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对于本次交易签发的无异议函，确认不存在因涉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公共秩序和国

家安全因素而反对本次交易之考量。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321� � � �证券简称：梅轮电梯 公告编号：2020-027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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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

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梅

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年 7 月 9�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推选陆彩萍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

陆彩萍女士将与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与非职工代表监事一致。

有关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 7�月 10�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陆彩萍女士简历

陆彩萍，汉族，女，1982 年出生，大专学历，1990 年 7 月，在萧山区党山中学任职；2003 年 7

月至 2005年 3月在绍兴美佳福特斯封条公司任职；2005年 3月至今在公司任职销售内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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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君润国际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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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20年 1 月 4 日在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了《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及减持

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持股 5%以上股东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君润投资”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不超过 7,531,000 股（占总股本的 2%），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

实施；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5,062,000 股（占总股本的 4%），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实施，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20年 3月 6日、2020 年 4 月 14 日、2020 年 6 月 5 日收到君润投资的《关于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说明》，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3 月 5 日君润投资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76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020年 4月 14日，君润投

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7,53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6月 3日至 6月 4日君润投资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3,765,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于 2020

年 6 月 5 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0）、《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预披露公告中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计划时间届满，计划实施完毕；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已于 6 月 4 日实施完毕，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公告的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

例（%）

君润投

资

集中竞价

2020年 2月 28日一 2020

年 3月 5日

5.16 3,765,500 1.00

大宗交易 2020年 4月 14日 5.00 7,531,000 2.00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3日一 2020

年 6月 4日

4.94 3,765,450 1.00

合计 - 15,061,950 4.00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君润投资持有公

司股份 36,667,532股，占总股本的 9.74%。

自公司上市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君润投资累计减持 33,882,468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的

9.00%。

2、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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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君润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51,729,482 13.74 36,667,532 9.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1,729,482 13.74 36,667,532 9.7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君润投资上述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及其执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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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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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并严格遵守其关于

减持股份的承诺，不存在违法违规及违反承诺的情况。

2、君润投资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此前

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3、 君润投资承诺减持价格不低于今飞凯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的 80%（若上述期

间今飞凯达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

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80%两者

中较低的一个。 截至公告日，君润投资未违反减持价格等减持股份相关承诺。

4、公司将持续关注君润投资后续减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君润投

资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君润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函》。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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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君润国际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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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君润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君润投资” ）目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6,667,53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76,611,555股的 9.74%。 君润投资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 15,064,462 股（占总股本的 4%），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采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7,532,231股(占总股本的 2%)。

公司于 2020年 7月 9日收到君润投资发来的《关于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浙江今飞凯

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现将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2020 年 7 月 9 日，君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6,667,532 股，其中无限

售流通股份 36,667,5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君润投资的经营发展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包括因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部分）。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 15,064,462 股（占总股本的 4%），在任

意连续 90日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7,532,231股(占总股本的 2%)。 若上述

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股利、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减持股份数以经

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股数计算。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5）减持方式：大宗交易。

（6）减持价格区间：减持价格不低于今飞凯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的 80%（若上述

期间今飞凯达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

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80%两

者中较低的一个。

（二）相关承诺与履行情况

君润投资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自今飞凯达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君润投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其持有的今飞凯达的股份，也不由今飞凯达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君润投资将主要采取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出售

股份的方式减持所持今飞凯达全部或部分股份。

（3）君润投资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拟减持今飞凯达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

持价格不低于今飞凯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的 80%（若上述期间今飞凯达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

的价格计算）和公告日前 3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80%两者中较低的一个。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君润投资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减

持计划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君润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君润投资严格遵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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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君润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本次减持计划是君润投资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决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君润投资的《关于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9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099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

公告

公司股东、监事王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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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5 日、4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公司股

东、 监事王晓勇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43,

9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0.24%）。

近日，公司收到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目前，

王晓勇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450,619 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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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规定，现将王晓勇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目前公司股

本比例（%）

王晓勇

集中竞价 2020年 2月 4日 48.594 450,619 0.20

合计 450,619 0.20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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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股数

（股）

占目前总股本

比例（%）

王晓勇

合计持有股份 2,175,619 0.97 1,725,000 0.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3,904 0.24 93,285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31,715 0.73 1,631,715 0.73

注：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股份限售承诺股和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晓勇先生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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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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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

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指

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减持事项与前述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无关联性。

4、王晓勇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9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100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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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武汉新设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湖

北省武汉市投资设立武汉江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江丰研究院” ），注册资

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发布的《关于在武汉新设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目前，武汉江丰研究院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武汉市东西湖区行政审批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MA49HG7G47

企业名称：武汉江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茅庙集街 43号

法定代表人：姚力军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 07月 0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电子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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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9日

证券代码：601138� � �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0-042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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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张宗

信先生的辞职报告，张宗信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张宗信先生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宗信先生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进行良好的交接，其辞

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

的相关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张宗信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宗信先

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852� � �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0-【056】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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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4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持有公司股份 10,482,

75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3%）的董事包李林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9%）；持有公司股

份 2,196,47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6%）的董事张军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7%）。

2020年 7月 8日， 公司收到了包李林先生和张军先生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告知

函》，包李林先生和张军先生在减持计划预披露后，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实施首次减持，现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均已过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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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加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包李林先生减持情况

截至 2020年 7月 8日， 包李林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

过半，共计减持公司股份 1,09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89%），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包李林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13日 15.333 30,000 0.0104%

2020年 5月 14日 15.441 160,000 0.0554%

2020年 5月 15日 15.599 80,000 0.0277%

2020年 5月 18日 15.935 120,000 0.0415%

2020年 5月 19日 15.847 180,000 0.0623%

2020年 5月 20日 15.63 65,100 0.0225%

2020年 5月 21日 15.666 60,000 0.0208%

2020年 5月 25日 15.738 20,000 0.0069%

2020年 5月 26日 16.14 40,000 0.0138%

2020年 5月 27日 16.4 10,000 0.0035%

2020年 5月 28日 16.6 10,000 0.0035%

2020年 6月 2日 16.35 20,000 0.0069%

2020年 7月 6日 16.35 20,000 0.0069%

2020年 7月 7日 17.962 100,000 0.0346%

2020年 7月 8日 19.811 180,000 0.0623%

合计 - 1,095,100 0.3789%

（2）张军先生减持情况

截至 2020年 7月 8日， 张军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过

半，共计减持公司股份 36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51%），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张军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13日 15.316 53,000 0.0183%

2020年 5月 14日 15.37 8,500 0.0029%

2020年 7月 8日 19.867 300,000 0.1038%

合计 - 361,500 0.1251%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1）包李林先生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股份 7,862,064 2.7204% 7,862,064 2.7204%

无限售股份 2,620,688 0.9068% 1,525,588 0.5279%

合计 10,482,752 3.6272% 9,387,652 3.2483%

（2）张军先生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股份 1,647,355 0.5700% 1,647,355 0.5700%

无限售股份 549,118 0.1900% 187,618 0.0649%

合计 2,196,473 0.7600% 1,834,973 0.6349%

（注：上述数值保留 4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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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李林先生、张军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

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包李林先生、张军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包李林先生、张军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包李林先生向公司呈交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2、张军先生向公司呈交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月 1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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