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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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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一李有财先生的通知， 获悉李有财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解除

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李有财 是

730,000 3.30% 0.54% 2019

年

7

月

15

日

2020

年

9

月

21

日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李有财、江美珠和刘作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有

财、江美珠和刘作斌分别直接持有公司16.34%、13.53%和12.39%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42.27%的

股份，上述三人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有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姓名

持股数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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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股）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李有财

22,124,190 16.34% 8,920,000 40.32% 6.59% 8,920,000 100% 7,673,143 58.11%

刘作斌

16,782,152 12.39% 6,150,000 36.65% 4.54% 6,150,000 100% 6,436,614 60.54%

江美珠

18,321,873 13.53% 0 0 0 0 0 14,752,626 80.52%

合计

57,228,215 42.27% 15,070,000 26.33% 11.13% 15,070,000 100% 28,862,383 68.46%

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份冻结情况；上表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和

江美珠女士“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的股份性质为董

监高锁定股（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20-109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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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目前，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杨

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京蓝控

股有限公司、半丁（厦门）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96.46%，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

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乌力吉先生所持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乌力吉 否

13,440,000 23.25% 1.31% 2017-3-23 2020-9-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0 2.91% 0.16% 2018-6-20 2020-9-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0 2.91% 0.16% 2018-9-3 2020-9-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0 1.94% 0.11% 2018-10-15 2020-9-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20,000 2.63% 0.15% 2020-2-6 2020-9-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9,440,000 33.62% 1.90%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乌力吉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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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

股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乌力吉

57,814,766 5.65% 38,359,998 66.35% 3.75% 35,960,000 93.74% 7,401,074 38.04%

乌力吉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股份限售原因为高管锁定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

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20一116

债券代码：128119�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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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3月11日，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

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

供20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 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200,000万元人民币

的担保总额度。 本议案已经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额度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12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20-017号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中和盛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盛杰” ）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融资敞口金额为4,900万元。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青岛中和盛杰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一路1号B座21层2103房间

法定代表人：张瑞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05日

营业期限：自2017年07月05日至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依据食药监部门核发的许可证经营）、木材及制品、钢材、机械设

备、纺织品、纸张、五金交电，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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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盛杰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6

月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负债率

(%)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青岛中和盛杰食品

有限公司

51%

4,309,894,

187.31

77,933,840.25

1,656,581,

059.61

115,523,

569.97

2,216,532,

501.70

-52,212,

019.62

2,231,425,024.79 63,311,550.35 97.16

注：2019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0-091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9月1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于2020年9月22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9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HAO� HONG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28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165,219股。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应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公告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0-092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9月1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送给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0年9月22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婷女士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认为：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

现有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除限

售条件，获授限制性股票的28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为165,219股。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应解除限售手续。 公司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我们同

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激励限制性股票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告信息。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0-093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2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获授限制性股票的28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为165,219股。同意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应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具体情况

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

2、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6日， 公司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

示， 截至公示期满，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任何异议。2018年7月7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

明》。

3、2018年7月1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同日

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8年7月1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18年9月25日，公司在巨潮网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向

符合条件的36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749,731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股本由230,102,706股增加至

230,852,437股，并于2018年9月28日完成登记工作。

6、2018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对2名离职激励对象汪磊、 史鹏宇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0,000股进行回购注

销的处理。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19年1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名离职激励对象汪磊、史鹏宇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并于2019年2月22日披

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8、2019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

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权益分派实

施，每10股派现金4.00元，激励对象授予价格由44.08元/股变为43.68元/股；同意对2名离职激

励对象张丽芳、蒲仁芳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19年9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32名激励对象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239,892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10、2019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名离职激励对象张丽芳、蒲仁

芳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并于2019年12月9日披

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11、2019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3名离职激励对象梁音、卢元平、宋婷婷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7,600股

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0年4月30日，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名离职激励对象梁音、卢元平、宋婷婷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7,6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并于2020年5月20日披露了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13、2020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权益分派实施，

每10股派现金5.00元，激励对象授予价格由43.68元/股调整为43.18元/股；同意对1名离职激励

对象魏清娜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8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2020年9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28名激励对象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165,219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披露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

告》。

二、董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第二次可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比例为30%。

因此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自2020年9月28日起可按规定比例解除限售。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3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

定为不适当人选；

（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

4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以

2016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5%

；上述“净利润”、“净利润

增长率”指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

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

销。

公司

2019

年度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01,

393,251.70

元，较

2016

年度增长

103.65%

，满足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

绩考核要求。

4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依据公司的管理人员绩效

/KPI

考核管理办法，每次解除限售节点评估员工上一年度

的绩效考核结果，对应

A

、

B

、

C

、

D

四个档次，并得解除限售系数（解除限售系数：评估档位

A

为

1.0

、

B

为

0.8

、

C

为

0.6

、

D

为

0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份额，统一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

予价格。

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结果均达到

A

档，满足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业

绩考核要求。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符合解除

限售条件，公司现有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现有获授限制性股票的28名激励对象

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限制性股票为165,219股。

除按照规定程序审议并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数量（股） 本期可解除限售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数量（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

28

人）

570,331 239,892 165,219 165,220

合计

28

人

570,331 239,892 165,219 165,220

注：已对离职对象汪磊、史鹏宇、张丽芳、蒲仁芳、梁音、卢元平、宋婷婷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177,6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拟对离职激励对象魏清娜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800股

进行回购注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大会尚未召开。

四、独立董事意见

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公司现有激励对象

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28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165,

219股。因此，我们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认为：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

现有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除限

售条件，获授限制性股票的28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为165,219股。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应解除限售手续。 公司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我们同

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激励限制性股票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事宜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锁条件已成就；参与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均具

备申请解锁的主体资格，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业务办理指南9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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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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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变动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比例减少，不涉及邀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荣盛集团或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5年5月至今，合计持有公司的权益比例累

计减少6.1138%。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导致其拥有公司权益比例累计减少4.5567%，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公司权益比例被动减少1.5571%。具体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

号

417

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9338631XM

注册资本

83466.4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水荣

成立日期

2006

年

9

月

13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室内外建筑装饰，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贵金属（不含专控）、黄金制品、煤炭（无

储存）、金属材料及制品、钢材、建筑材料、轻纺原料及产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光伏产品、水泥及制品、木材及制品、五金交电、日

用品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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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盛控股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权

李水荣 男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中国 杭州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

2015

年

4

月

30

日）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

2020

年

9

月

23

日）

变 动 比 例

（

%

）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荣盛集团 无限售流通股

75,287,427 15.6924

无限售流通股

74,794,754 9.5785 6.1139

注：期间公司进行过送股。

2、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日期 减持方式 本次减持比例 减持后持股比例 备注

2015

年

5-6

月 集中竞价

4.5554% 11.1370%

2018

年

8

月

8

日 被动稀释

1.5571% 9.5798%

因天原集团非公开发行

109,177,211

股新股上市后，导致股

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2020

年

9

月

22

日 集中竞价

0.0013% 9.5785%

减持

10,000

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三、备查文件

1、《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通知》。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0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819� � � �证券简称：神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2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权过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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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忠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庞琴英女士、 贵州睿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贵州睿忠” ）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忠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庞琴英女士、贵州睿忠将其持有

的部分公司股份转让给深圳市前海中物一方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物一

方”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9月21日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忠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庞琴英女士、贵州睿忠于2020年8

月30日与中物一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13,909,07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6.39%）、1,545,4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1,990,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1%）无

限售流通股协议转让给中物一方， 转让价格为15.525元/股， 转让价款分别为215,938,420.43

元、23,993,157.83元、30,897,389.25元。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总数为17,444,700股，总价为人民币

270,828,967.5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二、股份过户完成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已于2020年9月

21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有关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前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陈忠渭 无限售流通股

92,727,180 42.58 78,818,103 36.20

庞琴英 无限售流通股

10,303,020 4.73 8,757,567 4.02

贵州睿忠 无限售流通股

13,267,800 6.09 11,277,630 5.18

一致行动人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116,298,000 53.41 98,853,300 45.40

中物一方 无限售流通股

- - 17,444,700 8.01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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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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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 陈忠渭持有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92,727,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58%；庞琴英持有公司10,303,0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贵州睿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贵州睿忠” ）持有公司13,267,

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09%。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16,29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41%。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2020年8月30日，陈忠渭及其一致行动人庞

琴英、贵州睿忠与深圳市前海中物一方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020年

9月21日，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陈忠渭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909,07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39%；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78,818,1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0%；2020年9月21

日，庞琴英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45,4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减持后持有

公司股份8,757,5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2020年9月21日，贵州睿忠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1,990,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1%；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1,277,63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18%。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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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渭

5%

以上第一大股东

92,727,180 42.58%

IPO

前取得：

50,949,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1,778,180

股

庞琴英

5%

以下股东

10,303,020 4.73%

IPO

前取得：

5,661,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642,020

股

贵州睿忠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3,267,800 6.09%

IPO

前取得：

7,29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5,977,8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陈忠渭

92,727,180 42.58%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

庞琴英

10,303,020 4.73%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之妻

贵州睿忠

13,267,800 6.09%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之子陈睿系贵州睿忠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计

116,298,000 53.40%

一

注：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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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渭

13,909,077 6.39%

2020/9/21～2020/9/

21

协议转让

15.525－

15.525

215,938,420.43

已完成

78,818,103 36.20%

庞琴英

1,545,453 0.71%

2020/9/21～2020/9/

21

协议转让

15.525－

15.525

23,993,157.83

已完成

8,757,567 4.02%

贵州睿忠

1,990,170 0.91%

2020/9/21～2020/9/

21

协议转让

15.525－

15.525

30,897,389.25

已完成

11,277,630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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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东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

（二）股东的减持行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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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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