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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动稀释比例超过1%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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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持有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由964,031,086股增加至1,003,891,972股，从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在持股数量不变

的情况下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299,763,672

股的股份，其持股比例由31.09%降至29.86%，被动稀释比例超过1%。

2、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11月2日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5,874,379股， 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3.72%；2020年7月13日至2020年7月14

日，蓝帆投资因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持有人换股被动减持1,115,240

股，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0.12%；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主动和被动减持公司股份36,989,619

股， 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3.84%； 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合计持股数量由原336,

753,291股减少到299,763,672股，合计持股比例由占原总股本的34.93%下降到31.09%。

3、截至2021年1月22日，综合上述原因，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占原总股

本的34.93%减少到占现总股本的29.86%，变动比例达到5.07%，且合计持股比例变动到现总部

本的30%以下。

4、上述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

公司控制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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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比例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一诺路4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2月3日-2021年1月22日

股票简称 蓝帆医疗 股票代码 002382

变动

类型（可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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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0 1.23

合 计 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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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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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原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现总股本比例

（%）

蓝帆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29,678.31 30.79 29,678.31 29.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686.39 12.12 11,686.39 11.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991.92 18.66 17,991.92 17.92

李振平

合计持有股份 298.05 0.31 298.05 0.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00 0.05 74.51 0.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05 0.26 223.54 0.2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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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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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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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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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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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原总股本比例

（%）

蓝帆投资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21日-11月2日 20.42 25,880,621 2.68

集中竞价

2020年10月29日-10月30

日

24.35 9,640,246 1.00

李振平

先生

集中竞价 2020年10月29日 25.33 353,512 0.04

合 计 35,874,379 3.72

蓝帆投资于2019年6月19日发行了蓝帆投资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蓝帆E1，债券代码：117137，偏债型，以下简称“可交债” ），根据《淄博蓝帆投资

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可交债自2019年12月20

日起至进入换股期。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 蓝帆投资因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一期）持有人换股被动减持1,115,240股（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0.12%）。

上述减持完成后， 蓝帆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96,783,136股， 持股比例由34.59%降低至

30.79%；李振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80,536股，持股比例由0.35%降低至0.31%；蓝帆投资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9,763,672股，持股比例由34.93%降低至31.09%。减持情况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关于控股

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暨减持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减

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根据相关规则，蓝帆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事项不存在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其

他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蓝帆投资严格履行了各项承诺，

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1）。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

公开发行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蓝帆转债”自2020年12月3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截至2021年1月22日，累计转股39,860,886股，导致公司总股本从964,031,086股增加至

1,003,891,972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99,763,672股数量不变，持

股比例由31.09%被动稀释至29.86%。

3、上述权益变动，导致蓝帆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合计持股数量由336,753,291股

减少到299,763,672股，合计持股比例由34.93%减少到29.86%，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持股

变动比例达到5.07%，且合计持股比例变动到现总股本的30%以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信息

名称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5MA3C4R8BX7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振平

注册资本 89,6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25日

经营期限 2015年12月25日至2035年12月24日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一诺路48号

经营范围

企业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债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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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8%，珠海巨擎群英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2%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地区的居留权

李振平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刘文静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刘延华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孙传志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钟舒乔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李振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3051956********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楼**单元**号

通讯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楼**单元**号

通讯方式 0533-7871005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原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现总股本比例

（%）

蓝帆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33,341.92 34.59 29,678.31 29.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50.00 15.92 11,686.39 11.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991.92 18.66 17,991.92 17.92

李振平

先生

合计持有股份 333.40 0.35 298.05 0.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35 0.09 74.51 0.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05 0.26 223.54 0.22

合计 33,675.32 34.93 29,976.36 29.86

本次权益变动变动前， 蓝帆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33,419,243股， 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

34.59%，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34,048股，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0.35%，二者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6,753,291股，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为34.9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蓝帆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96,783,136股，占公司现总股本

比例为29.56%， 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80,536股， 占公司现总股本比例为

0.30%，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9,763,672股，占公司现总股本比例为29.86%。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及设定信托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现总股本比

例（%）

蓝帆投资 296,783,136 29.56 196,624,760 66.25 19.59

李振平 2,980,536 0.30 - - -

合计 299,763,672 29.86 196,624,760 65.59 19.59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收购事项。

2、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信息披露义务

人达到编制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将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061� � �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21-003

转债代码：110073� � � �转债简称：国投转债 转股代码：190073� � � �转股简称：国投转股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转债” 开始转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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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73

● 转股简称：国投转股

● 转股价格：15.25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23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70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发行了8,0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亿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65号文同意，公司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8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国投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7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国投转债”自2021年2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国投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 人民币80亿元

（二）票面金额：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 0.2%、第二年 0.4%、第三年 0.6%、第四年 0.8%、第五年 1.5%、

第六年 2.0%。

（四）债券期限：6年，自2020年7月24日起，至2026年7月23日止。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23日。

（六）转股价格：15.25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73

可转债转股简称：国投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

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国投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

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

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

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

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国投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

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

日上市流通。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国投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年7月

24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

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2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5.25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时：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格或配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公司将按照最终确定的方式进行转股

价格调整，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在公

告中载明转股价格的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

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

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的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同时，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

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

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

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投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披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董办）

联系电话：010-83325163

电子邮箱：600061@sdic.com.cn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6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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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十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尹洪卫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岭南生态

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0�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36,181,74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28,763,802� � 股的

35.072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7,649,

5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4� %。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 529,624,0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439�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

091,9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557,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90�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6,

557,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90� %。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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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

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533,546,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4％；反

对2,63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13,85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5442％；反对2,635,7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45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家杰、马爽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光大保德信智能汽车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部分发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如下代销机构签订的代销协

议， 决定将于2021年1月27日起开始代理销售光大保德信智能汽车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11104），同时部分代销机构可参与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活动以代销机构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如下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各销售机构的

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网址 联系方式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icbc.com.cn 95588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ccb.com 95533

3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drcbank.com 0769-961122

4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jshbank.com 9510-5588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bankcomm.com 95559

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bankofshanghai.com 021-962888

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cebbank.com 95595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ebscn.com 95525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sc108.com 400-8888-108

1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uosen.com.cn 95536

11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ww.shzq.com 4008-918-918

1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95579.com 4008-888-999

1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qlzq.com.cn 95538

1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www.avicsec.com 95335

1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s.ecitic.com 95548

16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www.zxwt.com.cn 95548

17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www.gzs.com.cn 95396

1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www.swhysc.com 4008-895-523/021-95523

19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www.hysec.com 400-800-0562

2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i618.com.cn 400-666-1618

2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essence.com.cn 95517

22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18.cn 95357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newone.com.cn 4008-888-111/95565

24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fund123.cn 4000-766-123

25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1234567.com.cn 400-1818-188

26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lufunds.com 4008-219-031

27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5ifund.com 4008-773-772

28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yingmi.cn 020-89629066

29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kenterui.jd.com 95118

30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snjijin.com 95177

3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ehowbuy.com 400-700-9665

32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danjuanapp.com 400-159-9288

33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hcjijin.com 400-619-9059

34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noah-fund.com 400-821-5399

35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jiyufund.com.cn 4008-205-369

36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fund.sinosig.com 95510

37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hgccpb.com 4000-555-671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1-00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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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近日收到公司首席财务官Helmut� Zodl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首席财务官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Helmut� Zodl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即刻生效，Helmut�

Zodl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它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elmut� Zodl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Helmut� Zodl先生在担任首席财务官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1-00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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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变更或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方洪波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上午9:15－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13名， 代表股份3,

894,842,9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5.5957%（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036,

840,24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剩余的股份数量为31,191,03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

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7,005,649,219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0名， 代表股份2,648,357,293股，占

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7.803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43名，代表股份1,246,485,659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17.792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关于对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整体 3,894,776,072 100.00% 17,600 0.00% 49,280 0.00%

中小投

资者

1,574,964,732 100.00% 17,600 0.00% 49,280 0.00%

议案

2

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整体 3,894,776,072 100.00% 17,800 0.00% 49,080 0.00%

中小投

资者

1,574,964,732 100.00% 17,800 0.00% 49,080 0.00%

议案

3

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整体 3,894,776,272 100.00% 17,600 0.00% 49,080 0.00%

中小投

资者

1,574,964,932 100.00% 17,600 0.00% 49,080 0.00%

议案

4

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整体 3,894,776,072 100.00% 17,600 0.00% 49,280 0.00%

中小投

资者

1,574,964,732 100.00% 17,600 0.00% 49,280 0.00%

本次会议共审议4项议案，4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的表决，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兴、刘畅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决议。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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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次减持计划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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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青鸟消防” ）于2020年8月22日披露了《青

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6），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先生拟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8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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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公司已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董事长减持股份比例超

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相关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蔡为民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447,900�

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700股，合计4,44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蔡为民

大宗交易

2021.01.19 30.34 210.00 0.85%

2021.01.20 30.52 109.00 0.44%

2021.01.21 30.50 63.00 0.26%

2021.01.22 31.30 38.00 0.15%

2021.01.25 30.12 24.79 0.10%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9.18 42.26 0.07 0.00%

合计 444.86 1.81%

蔡为民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蔡为民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448,6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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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蔡为民

合计持有股份 32,823,720 13.33% 28,375,120 11.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05,930 3.33% 3,757,855 1.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617,790 10.00% 24,617,265 10.00%

本次减持后，蔡为民先生不再减持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减持的剩余股份，蔡为民先生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蔡为民先生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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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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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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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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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