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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1月份经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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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1月房地产销售情况（单位：亿元、万㎡）

大区 销售金额 权益销售金额 销售面积 权益销售面积

大福建 17.00 9.37 11.32 6.38

长三角 52.36 29.08 24.38 14.80

珠三角 21.81 12.59 8.38 5.48

京津冀 6.41 4.42 2.33 1.85

内地 41.52 33.75 38.15 31.91

总计 139.10 89.22 84.55 60.42

注：上述销售金额指所有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全部实现的合

约销售金额之和，权益销售金额指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按照公司

各自持有的权益比例计算的合约销售金额之和。

二、公司1月新增土地储备情况

2021年1月，公司共计获得5个土地项目，新增计容面积148.22万平方米，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需按权益承担对价款47.64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开招拍挂

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新增4个土地项目，具体如下（单位：亿元、万㎡、元/

㎡）：

序号 区域 城市 宗地编号或位置

权益比

例

总对

价

权益

对价

土地

面积

计容建

面

楼面价 用途

1 上海大区 上海

宝山区罗店新镇BSPO-2202

单元H-06地块

51.00% 19.65 10.02 4.71 7.54 26,052.11 住宅

2 川渝区域 成都 JYS2019-17 33.00% 5.71 1.89 6.24 15.61 3,660.00 商住

3 川渝区域 宜宾

叙州区南部新区 （北区）

BQ24一07、BQ26一04�地块

100.00% 13.45 13.45 15.10 41.97 3,205.04 住宅

4 陕甘区域 西宁 2021BC-24/25/26 60.00% 35.12 21.07 33.05 78.99 4,446.46 商住

合计： 73.94 46.43 59.11 144.11 5,130.54

注：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状况作参考。 最终权益比

例视后期项目发展情况而定，该信息可能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

(二)并购及其他

公司通过并购及其他方式新增 1个土地项目，具体如下(单位:亿元、万m2、元

/m2):

序号 区域 城市 项目位置 权益比例 总对价 土地面积 计容建面 楼面价 用途

1 湖南区域 长沙

瓦窑路以南， 万家丽路以

西

49.00% 1.21 3.43 4.11 6,006.47 住宅

注:

1、 以上总对价指公司获取上表中项目公司上述权益比例的股权支付的对价

总额，包括股权对价+承债金额(不含税)。

2、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状况作参考。 最终权益比

例视后期项目发展情况而定， 该信息可能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以上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

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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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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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4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23

元/股，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起六个月（即2021年2月4日至

2021年8月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将

董事会公告回购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2月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

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2月4日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持股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天津市瑞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82,183,492 40.08

2 温伟 9,634,208 4.70

3

沭阳天沐朴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舟山天沐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8,064,465 3.93

4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802,839 3.32

5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华润医药（汕

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35,006 3.14

6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量化稳增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0,000 2.00

7 曲明彦 3,088,000 1.51

8

上海高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能汇实专项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1号

3,071,459 1.50

9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长昕1号资产管理

计划

2,145,002 1.05

10 汪国超 838,811 0.41

二、2020年2月4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持股名称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比例（%）

1 天津市瑞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82,183,492 42.70

2

沭阳天沐朴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舟山天沐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8,064,465 4.19

3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802,839 3.53

4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华润医药（汕

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35,006 3.34

5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量化稳增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0,000 2.13

6 曲明彦 3,088,000 1.60

7

上海高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能汇实专项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1号

3,071,459 1.60

8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长昕1号资产管理

计划

2,145,002 1.11

9 温伟 1,054,200 0.55

10 汪国超 838,811 0.44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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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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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4日召

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5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 （即 2021� 年2月4日）登

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 比例情

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1� 年2月4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

例（%）

1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69,147,817 39.35

2 霍尔果斯慧鑫达建材有限公司 764,686,721 11.71

3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76,860,841 8.84

4 汪林朋 394,572,826 6.04

5

杭州瀚云新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8,430,465 4.42

6

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云锋五

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8,430,420 4.42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

例（%）

7 天津睿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744,345 3.53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157,865,089 2.42

9 青岛好荣兴多商业资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6,949,751 1.94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9L-FH001

深

115,372,173 1.77

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1� 年2月4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 流通

股的比例（%）

1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627,794 41.27

2 深圳市昆仑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987,011 3.18

3 白静 5,690,097 2.27

4 王娜 3,707,022 1.48

5 牛志芳 3,474,718 1.38

6 孔秀萍 3,382,800 1.35

7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811,000 1.12

8 施传华 1,479,740 0.59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36,429 0.49

10 蔡聪达 910,000 0.36

注：1、 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

股数量。

2、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包含了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锁定股份” ：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103,627,794股公司股份自居

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

产重组即发行股份购买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居然之

家家居新零售 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 全体股东合计持有的家居连锁 100%股权

完成后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1-016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针对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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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规定，上市公司实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

切实可行方案。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 或“公司” ）

计划对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需关注的资

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等通过债务转移方式进行整改。 现公司就上述事项的整改

计划补充披露。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10，以下简称《自查报告》），对公司经自查发现公司存在

的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需关注的资产情况，以及制定

的整改计划进行披露。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

发〔2020〕14号）规定，上市公司实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公司计划对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

责任的未披露担保、 需关注的资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等通过债务转移方式进行

整改。 现公司就上述事项的整改计划补充披露如下：

一、债务转移方案

（一）债务转移方案基本介绍

目前，公司已经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如重整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将通过将

部分公司债务转移至股东和关联方负责偿付的方式， 解决同等金额的股东及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和需关注的资产对公司造成

的损失。 具体解决方式如下：

按照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公司

重整申请被法院受理后，在重整计划中，按同等比例将部分无救助性质的带息普

通债转移至股东和关联方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和海航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集团” ）清偿，转移的债务金额预计不少于约

725亿元。 转移比例=债务转移总额/公司无救助性质的带息普通债金额。 重整计

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并执行完毕后，上述违规事项即整改完毕。

（二）债务转移方案的落实情况

为确保债务转移方案切实可行，公司已经取得了海航集团金融机构总行/总

部级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 ）多数债权人的支持意见，海航集团、航

空集团已就债务转移方案出具《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1.�债委会多数债权人支持与认可情况

为确保债务转移方案切实可行、得以落地，目前公司已与债权人充分沟通，

在债委会框架下， 向203家债委会成员单位债权人发送书面方案文件征求意见，

目前已取得的回复情况如下： 对债务转移方案书面回函同意的债权人147家，占

债委会中债权人总数的66.82%，超过二分之一；代表债权总额占债委会债权总额

的81.24%，超过三分之二，符合《海航集团金融机构总行/总部级债权人委员会议

事规则》规定的人数与金额多数决要求，解决方案已获得债委会中多数债权人

的支持与认可，具有可行性。

就债权人回复意见的情况，由债委会出具了《关于债委会成员机构对海航

集团上市公司合规问题解决方案反馈意见的情况说明》。

2.�上市公司债权人支持认可情况

债委会成员中， 书面回函同意的海航控股有带息普通债债权人占比为

69.66%，超过二分之一；代表的金额占比为84.87%，超过三分之二。

亦即，海航控股的带息普通债债权人中，同意上述方案的代表的金额占海航

控股预计带息普通债总额约72%，也超过三分之二。

就上述1、2所述事项，由北京金杜（海口）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金融机

构债权人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和关联担保解决方案书面意见的法律备忘录》。

3.�海航集团、航空集团出具《承诺函》的情况

为确保债务转移方案切实可行、得以落地，海航集团、航空集团向公司出具

了《关于通过代为清偿债务方式解决合规问题的承诺函》，无条件、不可撤销地

承诺，同意代公司清偿与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

担保和需关注的资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同等金额的负债。

如果上述债务转移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 海南省将协调推动相关方

予以解决。

二、未披露担保的责任认定

就未披露担保，公司将通过各种途径，依规不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一是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上市公司经营层超出授权额度且上市公司未公告的担保行为，应

当认定为担保无效，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得超过债务人不能

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二是关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物的担保情形下，上市

公司及其控制子公司仅以其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为限承担责任，因此，即便发生

担保物价值不足以清偿主债务的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子公司亦不承担清偿

不足的责任。三是上市公司及其控制子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与第三方提供的物

的担保能够足额清偿主债权并存情形下， 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

程序后， 债权人将选择向物的担保人主张权利， 从而上市公司不用承担担保责

任。遵照相关法律规定的上述认定原则，预计至少约109亿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上述认定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由北京金杜（海口）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

拟重整上市公司关联担保责任认定的法律备忘录》，并已经有权机关认可。

三、可能对公司造成损失的需关注的资产解决措施

就公司履行决议程序，支付对价后尚未完成过户的股权投资资产，公司目前

正在积极沟通关联方解除质押等股权受限状况， 推动相关方配合公司完成资产

过户；对于因司法冻结原因未能过户的资产，将在相关方进入重整程序并依法申

请解除冻结后， 落实资产过户。 上述解决措施预计可保障46亿元资产和股权过

户，其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有权机关予以认可。

综上，通过以上解决措施，公司在《自查报告》中披露的相关问题均予以解

决。

四、风险提示

1.� 自《自查报告》披露日起一个月内，若股东及关联方未能妥善解决资金

占用、未披露担保等问题，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风险。

2.� 公司目前已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重整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

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顺利进入重整程序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公

司合规问题将得以解决，并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

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若重整失败，上述合规问题可能将无法解决，并且公

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

五、备查文件

1.�《海航集团金融机构总行/总部级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

2.�《关于金融机构债权人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和关联担保解决方案书面意

见的法律备忘录》；

3.�《关于通过代为清偿债务方式解决合规问题的承诺函》；

4.�《关于拟重整上市公司关联担保责任认定的法律备忘录》。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文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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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暨减持计划到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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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特沃” ）持有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

流通股份42,7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1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因自身资金需求，上海特沃拟于2020年8月13日至2021年2月9日，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400,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23日、2020年11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2020-035）、《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时间过半暨进展公告》（编号：2020-041）。

2021年2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特沃《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到期的告知函》：截

至2021年2月9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期满，上海特沃未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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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特沃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2,780,000 25.16% 协议转让取得：42,78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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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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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特沃

0 0%

2020/8/13 ～

2021/2/9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3400000股

42,780,000 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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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结合自身资金使用需求

情况， 上海特沃未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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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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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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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 涉案的金额：本次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94,564元由上诉人承担。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2018年度公司根据预计可回收金

额计提坏账准备2,500万元，2019年度结合一审判决结果， 考虑相关金融资产在整

个预计存续期的所有合同条款估计现金流量，补提坏账准备2,500万元，已累计计

提坏账准备5,000万元。 二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于2021年2

月9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 ）通过法院专递

邮件发来的出具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的 《民事判决书》（（2020） 最高法民终

137号）。 公司因与杭州忆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忆上投

资” ）、杭州上枫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枫投资” ）、自然人江

上及原审第三人浙江康静医院有限公司 （原浙江爱德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爱德” 或“浙江康静” ）、杭州爱德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爱德” ）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 ）民事判决

（（2018）浙民初67号）后，公司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经最高法院审理并作出二

审判决（终审判决）。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江上、浙江爱德、杭州爱德于2018年3月31日签署《浙江爱德医院有限

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2018年4月27日，公司与忆上投资、上枫投资签署《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预案》，拟以现金购买忆上投资和上枫投资所持有浙江爱德医院100%

股权。 2018年6月22日，公司披露《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号），因继续推进重组事项面临一定的不确定，

公司与浙江爱德股东双方就交易标的估值、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的调整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等原因，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后，公司与浙江爱德股东双方对定金返还事宜产

生争议引起诉讼。

忆上投资、上枫投资及江上于2018年11月19日向浙江高院提起诉讼，请求：1）

解除忆上投资、上枫投资和江上与中珠医疗签订的《浙江爱德医院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框架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忆上投资、上枫投资

和江上已收取的定金5,000万元不予返还中珠医疗；3） 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珠医疗

承担。

浙江高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提起反诉，请

求：1）忆上投资、上枫投资和江上向中珠医疗返还5,000万元定金；2）忆上投资、上

枫投资和江上向中珠医疗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5,0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一年期

贷款利率，自2018年6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全部定金之日止， 暂计至2018� 年

12月23日为1,111,666.67元）；3）由忆上投资、上枫投资和江上承担本案反诉费用；

4）忆上投资、上枫投资和江上对上述第 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杭州高院受理反诉后决定合并审理。 2019年5月9日，杭州高院第一次公开开

庭审理了本案。 2019年10月23日，忆上投资、上枫投资和江上共同向杭州高院申请

追加浙江康静医院有限公司、杭州爱德医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

年11月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浙江高院于2019年11月19日出具 《民事判决书》（（2018） 浙民初67号），判

决：1）解除江上、浙江康静、杭州爱德与公司于2018年3月31日签订的《浙江爱德医

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解除公司与忆上投资、 上枫投资、 浙江康静于

2018年4月27日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解除公司与江上、忆上投资、上

枫投资、浙江康静、杭州爱德于2018� 年4月27日签订的《关于〈浙江爱德医院有限

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2）公司已支付

给忆上投资、上枫投资的5,000万元定金不予返还；3）驳回公司的反诉请求。 案件

受理费145,9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8,664元，合计294,564元，均由公司负担。

公司收到浙江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初67号）后，对上述判

决存在异议，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述。 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忆上投资、

上枫投资、江上全部诉讼请求，改判支持中珠医疗的全部反诉请求；（2）诉讼费用

由忆上投资、上枫投资、江上共同承担。

最高法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于2020年2月12日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正式受理公司提起的上诉。 最高法院于2020年7月1

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件，公司于2021年2月9日收到最高法院出具的《民事

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上述诉讼案件的相关情况，请查阅2019年4月30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6月20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编号：

2019-054号）、2020年5月30日披露的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

告》，2020年8月4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编号：2020-090号）。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珠医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4,564元，由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018年度公司根据预计可回收金额计提坏账准备2,500万元，2019年度结合一

审判决结果， 考虑相关金融资产在整个预计存续期的所有合同条款估计现金流

量，补提坏账准备2,500万元，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5,000万元。 二审判决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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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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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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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部分实际控制人刘新

国、欧学钢、魏云峰、汪芳淼、陈海舟，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肖晓霞(实际控制人之

一吴志华的配偶)及公司监事张银芳（以下简称“本次拟减持股份人员” ）的《股份减

持计划告知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

7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976%，计划未来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2,1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669%。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股东持有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刘新国 实际控制人之一 720,000 0.2273% IPO前已发行股份

欧学钢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 324,000 0.1023% IPO前已发行股份

魏云峰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 324,000 0.1023% IPO前已发行股份

汪芳淼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 486,000 0.1534% IPO前已发行股份

陈海舟 实际控制人之一 405,000 0.1279% IPO前已发行股份

肖晓霞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1,498,500 0.4731%

IPO前已发行股份/股权

激励计划

张银芳 监事会主席 36,000 0.0114%

二级市场增持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3,793,500 1.1976%

注：1、IPO前已发行股份包括该股份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

加的股份。

2、本公告中任何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3、本公告中持股比例、减持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截至2021年1月29

日收盘的总股本316,767,840股计算。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刘新国 360,000 0.1136%

欧学钢 81,000 0.0256%

魏云峰 81,000 0.0256%

汪芳淼 121,500 0.0384%

陈海舟 135,000 0.0426%

肖晓霞 374,625 0.1183%

张银芳 9,000 0.0028%

合 计 1,162,125 0.3669%

注：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

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2、股份来源：IPO前已发行股份及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股权

激励计划取得的股份、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3、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4、减持方式：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期间：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且在任意连

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

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6、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本次拟减持股份人员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刘新国、欧学钢、魏云峰、汪芳淼、陈海舟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承

诺如下：

1、实际控制人在公司IPO时就其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减

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矿业” ）的股

权，也不由中色矿业回购本人持有的中色矿业股权。

2、实际控制人在2018年7月证监会核准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

(1) 刘新国承诺在本次交易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中的360,000股股份自本次交易

完成后60个月内不减持。

(2) 欧学钢承诺在本次交易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中的216,000股股份自本次交易

完成后60个月内不减持。

(3) 魏云峰承诺在本次交易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中的216,000股股份自本次交易

完成后60个月内不减持。

(4) 汪芳淼承诺在本次交易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中的324,000股股份自本次交易

完成后60个月内不减持。

(5) 陈海舟承诺在本次交易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中的270,000股股份自本次交易

完成后60个月内不减持。

(6)基于上述锁定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

定。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实际控制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IPO时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上述实际控制人本次拟减持股份不涉及其在

2018年7月证监会核准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的自本次重组完成后60个月内不

减持的股份数量。

（二）肖晓霞在公司IPO时就其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减持

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截至本公告日，肖晓霞女士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IPO时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公司监事张银芳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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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的其他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张银芳女士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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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规定要

求，及时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进展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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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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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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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部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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