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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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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川长虹” ）于2020年7月27日收到公

司股东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扬投资” ）出具的《关于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

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因虹扬投资注销清算， 其持有的四川长虹股份41,535,1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90%）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虹扬投资的股东名下，相关手

续已办理完毕，虹扬投资已于2020年7月24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四川长虹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1

赵勇

3,706,386 0.08%

2

刘体斌

2,623,128 0.06%

3

杨学军

2,077,682 0.05%

4

林茂祥

1,714,714 0.04%

5

郑光清

1,187,360 0.03%

6

巫英坚

1,167,359 0.03%

7

张华生

1,167,359 0.03%

8

邬江

1,167,359 0.03%

9

李进

1,167,359 0.03%

10

谭明献

1,167,359 0.03%

11

郭德轩

804,351 0.02%

12

胥邦君

806,260 0.02%

13

吴学锋

732,974 0.02%

14

余晓

848,052 0.02%

15

叶洪林

842,763 0.02%

16

杨军

830,635 0.02%

17

陈炼

678,458 0.01%

18

费敏英

681,241 0.01%

19

阳丹

674,362 0.01%

20

莫文伟

695,079 0.02%

21

郎丰伟

674,521 0.01%

22

徐明

632,490 0.01%

23

侯宗太

456,454 0.01%

24

郭维成

545,725 0.01%

25

钟宁

364,598 0.01%

26

陈学军

382,850 0.01%

27

刘强

574,275 0.01%

28

王兵

586,881 0.01%

29

任宗贵

517,452 0.01%

30

胥邦钦

532,841 0.01%

31

吴定刚

538,8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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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沈一楠

418,718 0.01%

33

刘太国

424,404 0.01%

34

陈宁

568,271 0.01%

35

苏子欢

515,901 0.01%

36

罗仲

509,380 0.01%

37

阮家洪

502,143 0.01%

38

张恩阳

598,730 0.01%

39

胡嘉

613,244 0.01%

40

叶根军

530,932 0.01%

41

潘晓勇

519,082 0.01%

42

寇化梦

531,847 0.01%

43

黄焕

513,873 0.01%

44

何全勇

1,757,619 0.04%

45

陈晔

525,922 0.01%

46

邓孝辉

562,823 0.01%

47

陈桦

529,262 0.01%

48

王悦纯

380,146 0.01%

49

刘海中

511,130 0.01%

50

卢兴周

474,546 0.01%

合计

41,535,185 0.90%

虹扬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虹扬投资已履行完毕其相关承诺，情况如下：

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收到虹扬投资《关于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四川长虹股票相

关事项的函》，承诺的增持计划为：“自发函日起在未来三年内，虹扬投资各股东每个年度将以

其不低于年工资收入的30%的资金向虹扬投资继续增资，增资资金将全部用于虹扬投资在二级

市场购买四川长虹股票。自发函日起未来三年内，虹扬投资累计持有四川长虹股份比例合计不

超过四川长虹总股本的5%” ，同时承诺：“自发函日起未来三年内，虹扬投资持有的四川长虹股

票将不通过任何市场方式减持” 。

承诺履行情况： 虹扬投资各股东已分别于2013年6月、2014年6月和2015年4月以其不低于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工资收入的30%资金向虹扬投资进行了增资，虹扬投资分别于2013年7

月5日、2014年11月12日、2015年4月28日将增资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四川

长虹股票。 以上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1年11月1日披露的临2011-101号公告、2013年7月9日

披露的临2013-024号公告、2014年11月14日披露的临2014-059号公告、2015年4月30日披露的

临2015-012号公告。

截止2020年3月30日，虹扬投资承诺的增持计划已履行完毕，三年内不减持的承诺已履行

完毕。

2、本次证券过入方中，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赵勇先生、董事杨军先

生、董事胡嘉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吴定刚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潘晓勇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悦纯先生、副总经理郑光清先生）及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谭明献先生及监事会主席邬江先生）在任职期间不减持本次通过

非交易过户获得的四川长虹股票，并将严格遵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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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3、本次虹扬投资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运营。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2、《关于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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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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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诚信

603979

未发生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邦富 王震

电话

010-82561878 010-82561878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

3

号院

3

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

3

号院

3

号楼

电子信箱

jchxsl@jchxmc.com jchxsl@jchxmc.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658,566,495.06 6,572,393,800.82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429,128,951.52 4,261,953,901.61 3.92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802,489.34 46,881,875.41 57.42

营业收入

1,781,293,145.49 1,526,922,029.32 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5,596,694.46 165,568,808.67 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076,729.20 170,860,624.77 1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44 4.02

增加

0.4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29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29 17.24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0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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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5693 277,523,556 0

质押

140,572,638

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974 13,403,481 0

质押

5,670,000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565 12,580,930 0

质押

5,330,000

中意资管

－

工商银行

－

中意资产

－

向

日葵精选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9674 11,478,168 0

未知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

国投·金诚信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869 9,258,080 0

无

0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049 6,119,910 0

无

0

王先成

境内自然

人

0.9601 5,601,121 0

无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聚富

产品

其他

0.8615 5,025,858 0

未知

0

方文斌

境内自然

人

0.7215 4,209,428

未知

0

北京高览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0.6275 3,660,943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诚信集团为鹰潭金诚、鹰潭金信的控股股东；王先成持有金诚信集团

37.9980%

的股份；李占民持有金诚信集团

5.2540%

的的股权；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金诚信

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9,258,080

股，与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尚不明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报告期内已到期兑付的公司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金诚

01

已摘牌

2017

年

4

月

24

日

2020

年

4

月

24

日

0 7.1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2.24 33.64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01 10.8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是公司“五大板块”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一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公司带来了突

如其来的挑战，公司上下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以十足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

能力，保持了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稳定发展。

公司主营业务矿建服务板块2020年上半年实现掘进总量146.78万立方米（含采切量），完

成年计划的42%；采矿量1,471.91万吨（含自然崩落法采矿量），完成年计划的46%。上半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17.19亿元，其中海外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1%，为8.88亿元。

在保持主业矿建服务板块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公司五大板块协同发展成效初显。

资源开发板块方面， 公司克服疫情影响， 积极推动办理与Dikulushi铜银矿交割相关的审

查、批复手续；两岔河磷矿开发建设的外部审批、工程设计和建设筹备等前期准备工作也在有

序进行；公司通过参与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Cordoba公司定向增发及配股，持有

其已发行普通股的19.99%，Cordoba公司旗下哥伦比亚San� Matias铜-金-银项目现已进入预可

行性研究阶段，并将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开采计划等工作；同时，Cordoba公司也将进一步推进

项目的勘查工作。根据Cordoba公司2019年7月公布的哥伦比亚San� Matias铜-金-银项目初步经

济评估，该项目拥有金金属量97.28万盎司，约合30吨；银金属量907.25万盎司，约合282吨；铜金

属量53.06万吨。

科技创新板块市场开拓有了新突破。通过对公司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开发、对外部市场开

拓的持续积累，上半年共签订设计咨询、EPC工程总承包、膏体充填实验及关键技术研究等外

部合同10项，合同金额共计约3,800万元，无论从合同数量还是合同金额上都比去年同期有显著

增加。

智能装备制造板块进一步推动井下无轨设备技术研发，组建成立了湖北金诚信研发中心，

LV指挥车、铲运机、伸缩臂叉车等研发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2019年至2020年上半年已累计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20项。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1亿元，同比上升1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96亿元，同比增加18.14%；工程回款工作成效明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57.42%。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印发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

（财会【2017】22号），公司因实施新收入准则调减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1,006,310.12元。详见

“第十节财务报告”之 “第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831� � � �股票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0-092

债券代码：128104� � � �债券简称：裕同转债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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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1月13日、2018�年1月30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相关公告。公司已分别于2018年2月6日、3月17日、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的公告》；于2018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一一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将于2021年1月28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6个

月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概况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草案之日起计算

（即2018年1月29日至2021年1月28日）。

2、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委托设立“西藏信托-智臻4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对本员

工持股进行管理， 西藏信托-智臻4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买入公司股票9,

970,6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最后一笔于2018年5月29日买入。

3、根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397,573,847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6元（含税），总计派息238,544,308.2元（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877,098,616股。本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的股票数量由9,970,609股变更为21,935,340股，持股占比由2.49%变更为2.50%。

4、截至本公告日，本员工持股计划未出现累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10%及

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对应的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1%的情形；未出

现持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对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和资金提出权利主张的情形； 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均未出现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偿还债务等情形。

5、2020年2月6日至6月1日期间，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8,355,137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13,580,20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55%。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的后续安排

本次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锁定期已于2020年5月29日届满，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

满前，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

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最终

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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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或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草案之日起计算

（即2018年1月29日至2021年1月28日）。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标的股票出售的限制

导致标的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相应延期。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定锁定期或份额锁定期满后，管理委员会可授权管理机构在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间出售单一信托计划所购买的标的股票。 一旦单一信托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

票全部出售，单一信托计划均为货币性资产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

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4、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95� �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2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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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44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7年8月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7.03元/股，应募集资金总额为281,

270,300.00元， 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41,280,900.0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9,989,400.00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8月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验证，并出具XYZH/2017CDA4029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及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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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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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于2017年9月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

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8）。

（2）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为 “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

目” ，具体内容详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公司于2018年

6月25日与开户银行、国海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

（3）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为“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

负债” ， 本次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麟矿

业” ），福麟矿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麟矿业于2019年9月18日与开户银行、国海证券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5）。

（4）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9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另行聘请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应当由另行聘请的保荐

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及福麟矿业于2020年1月19日与开户银行、

国信证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

序号 户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1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市支行

23546001040014002

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

酸铵项目

已注销【注】

2

贵州福麟矿业有限

公司

23546001040015546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

相关资产负债

已注销

注：“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6

月4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4）。

三、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麟

矿业，福麟矿业根据公司有权机构审议决定，于2019年8月22日与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签

订了《小坝磷矿山矿业权及相关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该协议于2019年9

月9日取得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福麟

矿业已于近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福麟矿业已完成支付剩余价款，《转让协议》双方均

已履行完毕。“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支付总额为153,335,

024.94元(含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使用自有资金支付总额为1,832,575.06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四、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因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 ：

23546001040015546）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为减少管理成本且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

再继续使用，公司办理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完成，公

司及福麟矿业与开户银行、国信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

五、备查文件

1、《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及解约业务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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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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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166,740,86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4.61%；大山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

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200,241,5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5%；本次减持前,大山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华友控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66,982,3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6%。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披露了《华友钴业股东集中竞价减持

计划公告》，大山公司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不超过11,412,600股的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

格确定（详见公司2020-057号公告）。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大山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27日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11,412,5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大山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5,328,3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1%。大山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华友控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55,569,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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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66,740,868 14.61% IPO

前取得：

166,74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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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166,740,868 14.61%

共同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241,513 17.55%

共同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合计

366,982,381 32.16%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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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私人股份

有限公司

11,412,

513

1.00%

2020/7/15～

2020/7/27

集中竞

价交易

39.99－

44.19

474,756,

975

已完成

155,328,

355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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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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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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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回购事项概述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和2020年2月2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50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

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4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7）。

2020年3月1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2）。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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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5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2%，最高成交价为6.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70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20,692,605.7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2020年6月23日， 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0年7月18日， 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0）。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726,494,004.00股

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3,050,0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24日。截

止目前，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三、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

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5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48元/股。 具体计算

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

由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不参与2019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4,529,880.08元=726,494,004股×

0.02元/股；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即

0.01991639元/股=14,529,880.08元÷729,544,004股。

因此，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9.50元

/股-0.01991639元/股≈9.48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上述调整后，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000万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上限9.48元/股测算，预计

可回购股份数量约2,109.70万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2.89%；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10,000万

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上限9.4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1,054.85万股，占公司现有总

股本的1.45%，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本次对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

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股份回购方案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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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根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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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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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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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要内容：近日，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征收人青浦

区赵巷镇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青浦区赵巷镇征收办” ）及征收实施单

位上海凯成动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成动拆迁” ）签署了《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

协议》，征收补偿金额合计1,810.39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根据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关于核发佳高路（嘉松公路一佳旭路）新建工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决定》（沪青规划资源许方[2019]第10号），公司佳迪路、佳高路段

被列入征收范围。

近日，公司与征收人青浦区赵巷镇征收办及征收实施单位凯成动拆迁签署了《国有土地

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征收补偿金额合计1,810.39万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征收佳迪路和佳高路均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嘉松中路6088号，房屋用途为

工厂， 房屋建筑面积合计370.21平方米， 土地面积合计7.45亩 （其中佳高路房屋建筑面积

126.89平方米，土地面积5.94亩；佳迪路房屋建筑面积243.32平方米，土地面积1.51亩）。

三、征收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经上海金虹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公司佳高路段补偿合计13,926,263.30元；佳迪

路段补偿合计4,177,645.00元，共计18,103,908.30元。

2、 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后于2020年7月31日前搬离佳高路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如期搬

迁；于2020年10月20日前搬离佳迪路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如期搬迁。房屋使用人未按期搬

迁的，视作公司未搬迁。

3、签订本协议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公司支付补偿总价的40%；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搬

离原址交房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公司支付补偿总价的50%；公司在完成房地产权证变更

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公司支付剩余款项。

四、涉及本次征收的其他安排

本次征收不涉及人员等其他安排。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2005]12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偿款在扣除相关税费和成本后将记入

递延收益和资本公积，预计对公司2020年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具体金额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

准。

2、本次征收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征收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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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79� � � �公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0-056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