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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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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琼瑛女士主持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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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1月16日上午9：15至2021年11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高尔夫路凤凰创新园）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266,749,387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561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3,902,1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171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47,28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903％。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4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741,4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317％。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63,90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 反对2,843,9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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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4,89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698％；反对2,84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 《关于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63,90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 反对2,843,9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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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4,89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698％；反对2,84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63,90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 反对2,843,9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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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4,897,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698％；反对2,84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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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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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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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

16日9:15至2021年11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沃西大道219号三花工业园区办公大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亚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9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629,069,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5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3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7,044,5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38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1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889,726,

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66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39,342,

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83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

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9,069,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77,044,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9,069,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77,044,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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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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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5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于2021年11月

16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不符合激励资格的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61,07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原来的3,591,226,678股减少至3,591,065,608股。 注

册资本由3,591,226,678元减少至3,591,065,608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 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工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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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2020年12月9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

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4.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

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现金管理期限到期后，闲置募集资金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见公司2020年11月14日刊登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站的《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号）。

一、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12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45,000万元购买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2020年第52期收益凭证产品，具体

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3）。 2021年5月31日产品到期。

2021年6月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45,000万元购买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2021年第9期收益凭证、 国泰君安证

券睿博系列尧睿21028号收益凭证产品，具体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2021年11月9

日产品到期。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所购买的收益凭证均已按期赎回。 公司累计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总额度为90,000万元，累计取得的现金管理收益为

12，221，975.20元。 公司已将用于现金管理的4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产生的收益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出授权期

限。 同时，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是否

赎回

投资

收益

1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

柜宝一号2020年

第52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

45,000

2020.12.30

一

2021.5.31

固定收益

率3.40%/

年

是 6,371,506.85

2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

柜宝一号2021年

第9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

20,000

2021.6.1

一

2021.11.9

固定收益

率2.90%/

年

是 2,558,356.16

3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

博系列尧睿21028

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

25,000

2021.6.1

一

2021.11.9

最低收益

率3.00%

是 3,292,112.19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述机构无关联关系。

三、备查文件

产品赎回的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39� � �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21-39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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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9年5月28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5,000万元，拟通过大宗

交易的方式受让东阳市勤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阳市合商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东阳市恒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的

合计32,664,016股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2019年5月29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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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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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期将于2022年5月28日届满，现将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届满前六个月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19年6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完成对东阳

市勤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阳市合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及东阳市恒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受让，合计受

让股份32,664,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成交金额为260,658,847.68元（不

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7.98元/股。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

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已于2020年6月11日届满。 存

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2日、2020年6月11日披露的 《关于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5）和《关于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44）。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售出所持有的股份，持有公司

股份为32,664,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均未出现或用于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的后续安排

1、 公司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

出股票。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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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所规定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终止

1、根据《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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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计算，员工

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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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均为货币资

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4、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1-085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6日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安吉巴玛向任

贵龙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完成时间为2021年11月

15日，过户数量共计198,625,280股，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过户完

成后，任贵龙先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股份转让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吉巴玛与任贵龙于2021年10月11日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 安吉巴玛拟将其持有的公司198,625,28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

20.30%）协议转让给任贵龙。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5.00元/股，股份转让价款

为993,126,400.00元。 同时，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2,000,000股股票，不超

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发行价格为4.25元/股，不低于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任贵龙拟以现金形式全额认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解除协议并重新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收购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1年11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安吉巴玛转让给任贵龙的198,625,280股股份已于2021

年11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双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

持有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数 拥有表决权比例

1 安吉巴玛 198,625,280 20.30% 198,625,280 21.16%

2 施延军 87,987,227 8.99% 87,987,227 9.38%

3 施雄飚 33,743,900 3.45% 33,743,900 3.60%

4 薛长煌 17,796,040 1.82% 17,796,040 1.90%

5 严小青 1,060,800 0.11% 1,060,800 0.11%

施延军及其

一致行动人

339,213,247 34.67% 339,213,247 36.15%

6 任贵龙 - - - -

7 其他股东 639,100,033 65.33% 599,253,980 63.85%

合计 978,313,280 100.00% 938,467,227 100.00%

序号 股东名称

协议转让完成后

持有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数 拥有表决权比例

1 安吉巴玛 - - - -

2 施延军 87,987,227 8.99% 87,987,227 9.38%

3 施雄飚 33,743,900 3.45% 33,743,900 3.60%

4 薛长煌 17,796,040 1.82% 17,796,040 1.90%

5 严小青 1,060,800 0.11% 1,060,800 0.11%

施延军及其

一致行动人

140,587,967 14.37% 140,587,967 14.98%

6 任贵龙 198,625,280 20.30% 198,625,280 21.16%

7 其他股东 639,100,033 65.33% 599,253,980 63.85%

合计 978,313,280 100.00% 938,467,227 100.00%

注1： 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

五入造成；

注2：施延军、安吉巴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施雄飚、薛长煌、

严小青为一致行动人；

注3：公司股本数合计978,313,280股，其中39,846,053股由金字火腿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该部分股票无表决权。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任贵龙持有公司198,625,280股股份（股份性质为

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由施延军先生变更为任贵龙先生。

四、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承诺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1-131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畜禽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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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畜禽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

体内容如下：

一、2021年10月份销售情况

1、生猪销售情况

2021年10月份生猪销售数量8,103头 （含种猪、 商品猪）， 环比变动

67.63%，同比变动363.56%。

2021年10月份生猪销售收入1,230.20万元（含种猪、商品猪），环比变动

77.64%，同比变动81.04%。

2021年10月份生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环比变动主要原因为今年10月

份公司商品猪出栏量增加所致。 2021年10月份生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同

比变动主要原因为公司去年同期出栏生猪较少， 今年10月份生猪出栏量相

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鸡销售情况

2021年10月份鸡销售数量71.76万只，环比变动7.40%，同比变动-22.01%。

2021年10月份鸡销售收入1,290.87万元， 环比变动7.73%， 同比变动-6.

54%。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

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饲料加工、畜禽养殖、畜禽屠宰加工、肉制品

深加工， 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畜禽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 饲料加

工、畜禽屠宰加工、肉制品深加工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畜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是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若生猪、鸡市场价格

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披露信息以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证券简称：*ST圣莱 公告编号：2021-069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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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21

年11月12日-11月1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偏离

12.4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于2021年10月19日披露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转让的提示性

公告》2021-56，公司股东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通

商” ）、西藏晟新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新创” ）与深圳宝同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同科技”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洲际通商将其

持有的公司2500万股股份转让给宝同科技，晟新创将其持有的1500万股股份转

让给宝同科技。 截至本信息披露日，上述股份尚未完成过户，公司及各方将根

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股权转让后，宝同科技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宝同科技已聘请财务顾问对本次股权转让出具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并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 除公司拟现金收购祝贤定持有的宁波华元电气设备安装有限公司51%

股权事项外，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经核实，宝同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根据公司董事会目前获悉的信息，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

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退市风险提示

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该二项数据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第 14.3.11的规定，如公司

2021年度出现：（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

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本节所述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所述营业收入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二）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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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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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

莺妹女士的通知，获悉王莺妹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王莺妹 是 2980.00 19.22 3.40 2020-10-15 2021-11-15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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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王莺妹 15,505.0400 17.69 7,909.1720 4,929.1720 31.79 5.62 4,124.1720 83.67 7,564.6080 71.53

何人宝 11,140.0000 12.71 4,666.2140 4,666.2140 41.89 5.32 4,666.2140 100 3,688.7860 56.98

浙 江 永

太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1,288.7500 1.4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7,933.7900 31.87 12,575.3860 9,595.3860 34.35 10.95 8,790.3860 91.61 11,253.3940 61.37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

力，目前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

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

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股份解除质押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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