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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在福清市上迳镇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
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修明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３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３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
一、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购买房产，旨在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 能创造良好的商务办公环境， 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
间，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本次购买的房产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有较好
的保值增值预期；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购买房产的
关联交易议案。
《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天马科技

股票代码：６０３６６８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8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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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产权持有人陈庆堂先生购买其持有的福
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７８号闽发西湖广场相关房产作为公司商务办公场
所，交易金额为人民币６，８８１，０００．００元。
●陈庆堂先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公司本次购买房产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年初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陈庆堂先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８２，０００万元； 除此之外， 本次交易前１２个月
内，公司与陈庆堂先生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亦不存在与陈庆堂先生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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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无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拟购买陈庆堂先生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７８号闽发西湖广场１
号、２号、３号楼连体４层０８室房产，建筑面积共５２９．３１平方米，交易金额为人民币６，
８８１，０００．００元，用于公司商务办公场所。
陈庆堂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 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８６，５５７，５５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２５．４８％，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２３，４５６，４７５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９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以６票同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
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陈庆堂先生、陈庆昌先生、陈加成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对
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０．６０％，根据《
公司章程》
及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陈庆堂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环中路＊＊＊＊＊＊
身份证号码：３５０５２１１９６８１０＊＊＊＊＊＊
陈庆堂先生，男，１９６８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公司主要创
始人，公司第一、二、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福建天马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台山市福马饲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省海德凯乐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天马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泉州市泉港区政协副主席、泉州市工商联副主席，泉州市泉港区工
商联（
总商会）主席（
会长），福州市泉州泉港商会会长，泉州市泉港区慈善总会副
会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员会会长、福建省饲
料工业协会会长，中国渔业协会大黄鱼分会长、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常务
副会长。获国家“
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福建
省科技创业领军人才、２０１０中国饲料企业优秀创新人才和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等
荣誉。
（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陈庆堂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 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８６，５５７，５５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２５．４８％，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２３，４５６，４７５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９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购买的房产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７８号闽发西湖广场１号、
２号、３号楼连体４层０８室，建筑面积５２９．３１平方米，专有面积４４８．５０平方米，该房产
用途为写字楼及办公，本次交易的房产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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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终止日期为２０４７年６月８日。
（
二）本次购买的房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
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参照周边办公楼盘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
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１３，０００元／平方米， 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６，８８１，
０００．００ 元，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陈庆堂先生签署 《
福州市不动产买卖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合同主体
出售人（
卖方）：陈庆堂
买受人（
买方）：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房产基本情况
该房产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７８号闽发西湖广场１号、２号、３号
楼连体４层０８室，建筑面积５２９．３１平方米，专有面积４４８．５０平方米，该房产用途为
写字楼及办公。
３、房产成交价
本次房产交易总金额计人民币 ６，８８１，０００．００ 元（
人民币大写：陆佰捌拾捌
万壹仟元整）。
４、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买方应于签订本认购协议之日起１５日内，付清全部的购房款。
５、解决争议方式
买卖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房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能创造良好的商务
办公环境，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符合公司布局全产业链
发展的长远战略；本次购买的房产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西湖公园南侧，交通便
利，周边商业、学校、银行、医院、公园等其他公共配套设施齐全，有较好的保值增
值预期。
本次购买房产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目前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
式召开，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陈
庆堂先生、陈庆昌先生、陈加成先生回避表决。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先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担保（
详见《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７号），本年初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陈庆堂先生为公司及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金额为８２，０００万元；除此之外，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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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比例达到１％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股东刘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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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股份减持比例达到１％的具体情况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披
露了《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提前终止暨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０）， 刘砥先生拟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
个月内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４，３９４，５１７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２１９，７２５，８６５股的２％。
近日， 公司收到刘砥先生出具的 《
关于减持股份计划进展的告知函》，自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刘砥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
股份２，１９７，２００股，成交均价１７．３４元，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１％，达到减
持计划拟减持数量的一半。具体情况如下：
１．基本情况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
是√ 否□公司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披露了 《
股份提前终止暨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０），刘
砥先生拟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计划通过大宗交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４，３９４，５１７股， 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２％。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目前，实际减持股份数
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
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是□ 否√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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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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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刘砥

８．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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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

同为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８３５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２．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Ａ股

２，１９７，２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２，１９７，２００

１．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大宗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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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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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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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０６％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７，２５６，２３６

２６．０６％

５５，０５９，０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０１８，１８４

５．０２％

８，８２０，９８４

４．０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６，２３８，０５２

２１．０５％

４６，２３８，０５２

２１．０５％

４．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１２

股票简称：ＳＴ天成

注：公司总股本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已调整为２１９，６７７，９２３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１、刘砥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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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并严格遵守其相关承诺。
２、刘砥先生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承诺进行了预先披露，实际减
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３、刘砥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４、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关于减持股份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１、刘砥先生出具的《
持股５％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
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７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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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含下属全资子公
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在上述额度和限期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合同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０）。
含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
近日，公司（
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序
号

委托方

１

成都航飞
航空机械
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兴业银行企业
份有限公司 金融人民币结
洛阳分行 构性存款产品

２

成都航飞
航空机械
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兴业银行企业
份有限公司 金融人民币结
洛阳分行 构性存款产品

序
号

委托方

３

４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受托银行

成都航飞
航空机械
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成都航飞
航空机械
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 产品类
元）
型

计息起止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４，９８０．００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２０２０／１１／２７至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固定收益率
１．５％，浮动收益
率为０％或
１．３５％或１．４４％

４，０００．００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２０２０／１１／２７至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固定收益率
１．５％，浮动收益
率为０％或
１．３５％或１．４４％

认购金额（
万 产品类
元）
型

计息起止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２０２０／１１／２７至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保底利率１．４％，
浮动利率为０％
或１．４％或１．６％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上海浦东发
司稳利固定持
展银行股份
有期ＪＧ９００３期
有限公司洛
人民币对公结
阳分行
构性存款（
３０
天）

５，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上海浦东发
司稳利固定持
展银行股份
有期ＪＧ９００４期
有限公司洛
人民币对公结
阳分行
构性存款（
９０
天）

５，０００．００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４２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８３

证券简称：丸美股份

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６２）。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核查情况
公司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为控股股东银河集团提供担保及控股股东资金
占用的情形，经公司自查确认，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发生总额为５１，２８０．８２万
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为３１，０８１．９５万元；公司违规担保总额为４５，
１３３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违规担保余额为１１，１８０万元。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公司持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尽快解除担保、解决占用资金以
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控股股东承诺将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尽快解决上市公司的对
外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正在筹划解决相关违规问题，具体
方案细节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１、关于资金占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３１，０８１．９５万
元。
２、关于违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剩余担保所涉及诉讼公司可能需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
违规担保余额为１１，１８０万元。
公司将持续排查可能存在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并督促控股股东采
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相关违规问题，以及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
市规则》第１３．４．４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底利率１．４％，
浮动利率为０％
或１．５％或１．７％

２０２０／１１／２７至
２０２１／０２／２５

（
一）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方式是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保本型投资产
品（
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该类投资产品
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
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
１、公司将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确
章程》以及公司《
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２、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４、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开展和建设进程，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公司将面临持续的资金需求，公司将严格执
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将依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持续投入募集资
金进行项目建设。公司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
理，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序
号

委托方

１

成都航飞
航空机械
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
中原银行股
财富２０２０年第
份有限公司
１０３期机构理
郑州分行
财产品

认购金额（
万 产品类
元）
型

计息起止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保本浮
动收益
类

２０２０／１１／２５至
２０２１／０２／２５

预期最高年化
收益率为３．０％

５，００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结构性存款产品购买的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
含子公司）与上述受托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００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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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因存在被控股股东银
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银河集团”）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以及违规担保
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３．４．１（
五）条规定，经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
司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１９年９
月２５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
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披露的
《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９－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
０３３）、《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
号： 临２０１９－０４７）、《
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９－０５４）、《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
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９－０５６）、《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９－０６２）、《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
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９－０６４）、《
关于公司股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９－０７６）、
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临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
２０１９－０８１）、《
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０６）、《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０８）、《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
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１２）、《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２１）、《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２４）、《
关于公
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
０４０）、《
号： 临２０２０－０４６）、《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５１）、《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
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２０－０５５）、《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易前１２个月内，公司与陈庆堂先生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亦不存在与陈庆堂
先生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
信的原则， 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至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需回避表决。
２、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购买房产， 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能创造良好的商务办公环
境，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
本次房产转让定价依照市场价值的原则，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该关联交
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
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购买房产，旨在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能
创造良好的商务办公环境，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有利于
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本次购买的房产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有较好的保值增值
预期；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议
案。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决策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经
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本次房产转让定价依照市场价值的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二、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签署合同文本、
交割款项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十三、备查文件
福州市不动产买卖合同》；
１、《
２、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５、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房产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公告
股东吴延炜、王永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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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近日收到持股５％以上的股
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
东、董事长、总经理吴延炜先生及监事王永刚先生发来的《
函》。因个人资金需求，吴延炜先生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１７００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９４％。因个人资金需求，王永刚先生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４０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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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延炜
王永刚

减持均价
（
元／股）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３．３１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３．２６

９，２００，０００

０．５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３．３１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９，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减持股数（
股）

合计

减持比例（
％）

２、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８４，５８５，３０７

１５．７６

２６７，５８５，３０７

吴延炜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２２１，３２７

０．９５

２２１，３２７

０．０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７，３６３，９８０

１４．８１

２６７，３６３，９８０

１４．８１

王永刚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股）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１４．８２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７３９，０２４

０．５４

７，３３９，０２４

０．４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３４，７５６

０．１３

３４，７５６

０．００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０４，２６８

０．４０

７，３０４，２６８

０．４０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吴延炜股份限售承诺： 作为２０１１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股东，
吴延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本人
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在限售期到期之后，自愿延长其锁定期限１２个月，
即延长锁定期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７日。在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作为公司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承诺认购股份自上市首日起
３６个月内不转让。
王永刚股份限售承诺：作为公司２０１６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王
永刚承诺取得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
届满后１２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股份的２５％， 锁定期
届满后２４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股份的５０％， 锁定期
届满２４个月之后可转让剩余股份。
吴延炜、王永刚先生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吴延炜、王永刚先生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
１、本次减持符合《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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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３、吴延炜、王永刚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对
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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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２、股东吴延炜《
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３、股东王永刚《
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８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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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
草
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案）》（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根据《
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
激励计
划（
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如下：
１、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激励计划
公司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公告了《
（
草案）》 及其摘要、《
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外，并通过内部张榜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
（
１）公示内容：公司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姓
名及职务；
（
２）公示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时限不少于１０日；
（
３）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公告栏进行公示；
（
４）反馈方式：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
５）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
映，无反馈记录。
２、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
（
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
务及其任职文件。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
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
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公司法》、《
管
１、列入《
理办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及激励对象条
件。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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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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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
管理办
３、列入本次《
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
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骨干，在实施本次《
激励计划（
草
案）》时均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
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
４、本次《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
与本《
激励计划（
草案）》。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激励计划（
草案）》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２９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７２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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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短线交易具体情况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经自查发现，公司副
总经理金思岑女士父亲金庆年先生， 母亲赵俊书女士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分别买
入公司股票８００股，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分别卖出公司股票 ８００股，上述交易构成
短线交易。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买入量
（
股）

买入价格
（
元／股）

买入金额
（
元）

金庆年

２０２０．６．２９

８００

１３．７１

１０，９６８

金庆年

２０２０．７．０１

赵俊书

２０２０．６．２９

８００

１３．７１

１０，９６８

１６００

／

２１，９３６

赵俊书

２０２０．７．０１
合计

卖出量
（
股）

卖出价格
（
元／股）

卖出金额
（
元）

８００

１５．５５

１２，４４０

８００

１５．５５

１２，４４０

１６００

／

２４，８８０

上述交易属于金庆年先生，赵俊书女士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致，
金思岑女士事先并不知晓相关情况，且未告知亲属公司经营相关情况。金思岑
女士已认识到上述违规交易的严重性， 并就此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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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诺将进一步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本人及近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绝此类情况再
次发生。
二、本次违规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了解调查相关情况，金思岑女士及其父母
金庆年先生和赵俊书女士也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补救
措施如下：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票
１、根据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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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所称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
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
的证券”。
在本次短线交易期间，金庆年先生和赵俊书女士短线交易分别买入公司股
票８００股获得总收益人民币２，９４４ 元，已全数收归公司所有。
２、公司副总经理金思岑女士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金庆年
先生和赵俊书女士也深刻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公司股票所存在的问题，金思岑
女士、 金庆年先生和赵俊书女士就此次违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
意，并承诺自公告日起不再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规范自身证券交易行为，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同时金庆年先生和赵俊书女士声明，其买卖公司股票，均为其本人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
情形。
３、公司董事会严肃要求金思岑女士吸取教训，向金思岑女士、金庆年先生
和赵俊书女士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同时，公司以此为戒，再次要求公司所有持有５％以上股份的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再次认真学习《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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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范性文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操作，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