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08�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1-062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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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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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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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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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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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陈宏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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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2,687,60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86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0,526,92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5.3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160,6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629％。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6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1名，参加网络投票的15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489,7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566％。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522,641,3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1％；反对46,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莹、庞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

见为：沧州明珠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65� � � �证券简称：凯赛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0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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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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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科技创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科创城投” ）持有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9,742,827股，

持股比例从9.1371%减少至7.1380%。

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收到股东山西科创城投发来的《关于减持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山西科技创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示范区庆云街19号太原武宿保税区企业孵化楼B座534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2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年11月26日 人民币普通股 8,330,000股 1.9991%

合计 8,330,000股 1.9991%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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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山西科技创新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38,072,827 9.1371% 29,742,827 7.1380%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38,072,827 9.1371% 29,742,827 7.138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46� � �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 2021-072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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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15:2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

00一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2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2,338,64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845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262,452,6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05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9,

885,98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79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

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254,5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21%;� 反对84,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李瑞、王丹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ST安泰 公告编号：2021-043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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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6,457,8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42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址http://www.chinaclear.cn）对有

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副董长王风斌因出差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均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5,800 91.93 267,900 1.44 1,237,000 6.63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二○二一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08,700 97.63 160,000 0.86 282,000 1.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董事、监事、高管）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同比例增

资的议案

16,915,800 91.83 267,900 1.45 1,237,000 6.72

2

关于调整公司二○二一年度部分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7,978,700 97.60 160,000 0.87 282,000 1.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两项议案，关联股东李安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317,807,116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阴帆超和刘倩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为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88126� � � �证券简称：沪硅产业 公告编号：2021-077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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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3月15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该议

案已经公司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

3月16日、2021年4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和《上海硅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2、公司于2021年 8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9月14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8月28日、2021年9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和《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3、公司于2021年 11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

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相关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

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公司

预计增加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持续

发展；相关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价格公允，不会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 但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或市值1%以上，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原预

计额度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

本次调增后2021年度

预计额度

2020年实际发生

金额

增加原因

向关 联 方

销售商品

武汉新芯集成电

路制造有限公司

9,700.00 2,800.00 12,500.00 5,225.21

市场需求增

加

长江存储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6,000.00 4,000.00 20,000.00 2,539.97

市场需求增

加

中芯国际及其关

联公司

16,600.00 5,400.00 22,000.00 6,343.04

市场需求增

加

小计 42,300.00 12,200.00 54,500.00 14,108.22

合计 42,300.00 12,200.00 54,500.00 14,108.22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6日，法定代表人赵伟国，注册资本为5,627,

473.69万元，注册地址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三路88号。其经营范围为半导体集成电

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测试、封装、制造与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近12个月内，公司原董事任凯担任其董事。

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1日，法定代表人杨道虹，注册资本为

555,700万元，注册地址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四路18号。其经营范围为集成电路及相关产

品的生产、研发、设计、销售；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货物

或技术除外）。最近12个月内，公司原董事任凯担任其董事。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0年4月3日， 注册地址位于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中芯国际及其子

公司主要从事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业务，提供多种技术节 点、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代

及配套服务。最近12个月内，公司原董事任凯担任其董事。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 关联关系

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最近12个月内，公司原董事担任其董事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12个月内，公司原董事担任其董事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最近12个月内，公司原董事担任其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就

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关联销售价格主要根据客户在规

格型号、产品标准、技术参数等方面的要求，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同客户的产品在性能、结

构等方面不同，销售价格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

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 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 上述决策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

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六、上传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26� � � �证券简称：沪硅产业 公告编号：2021-078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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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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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定开发集

团” ）直接持有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154,437,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23%。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其中142,165,000股已于2021

年4月20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其余12,272,600股将于2022年3月29日解除限售。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9月11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公司股东嘉定开发集团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12,4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5%

公司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

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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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定工业区

开发 （集团）有

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4,437,600 6.23% IPO前取得：154,437,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154,437,600 6.23%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上海中科高科技工业园

发展有限公司80%的股权， 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

上海中科高科技工业

园发展有限公司

4,714,100 0.19%

合计 159,151,700 6.42%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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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上海嘉定

工业区开

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94,347 0.0844%

2021/10/26 ～

2021/11/25

集中竞价交易 28.13�-30.47

61,335,

618.73

152,343,

253

6.1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是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嘉定开发集团为公司5%以上非

第一大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以及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相关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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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86� � �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数量过半暨减持达到1%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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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披露之日，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

陈鸣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988,4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646%，其一致性动人贾玉玲女士

持有公司股份2,963,3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55%，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951,78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4.4001%。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贾玉玲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49,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08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67%；陈鸣宇先生未减持。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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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鸣宇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8,988,428 13.0646% 其他方式取得：28,988,428股

贾玉玲 5%以下股东 2,963,355 1.3355%

IPO前取得：1,079,940股

其他方式取得：1,883,41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陈鸣宇 28,988,428 13.0646% 直系亲属关系

贾玉玲 2,963,355 1.3355% 直系亲属关系

合计 31,951,783 14.4001%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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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贾玉玲 2,429,600 1.0949%

2021/11/8� ～

2021/11/26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7.91�-10.69 23,273,219.80 537,255 0.2421%

股东贾玉玲女士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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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玉玲

329,300 0.1484% 2021/11/8 大宗交易 7.91 2,604,763.00

750,700 0.3383% 2021/11/18 大宗交易 8.65 6,493,555.00

1,349,600 0.6082%

2021/11/25-�

2021/11/26

集中竞价 9.66-10.69 14,174,901.80

合计 2,429,600 1.0949% - - - 23,273,219.80

注：因2021年11月26日贾玉玲女士误操作，将“卖出” 误操作为“买入” ，买入公司股票3,

500股，成交均价为10.33元/股，上述减持后，其持有公司股份为537,255股。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贾玉玲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8日至2021年11月2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方向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

减持

2021/11/8-2021

/11/26

人民币普通

股

2,429,600 1.0949%

集中竞价 增持 2021/11/26

人民币普通

股

3,500 0.0016%

合计 - - 2,426,100 1.0934%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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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鸣宇

合计持有股份 28,988,428 13.0646% 28,988,428 13.0646%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28,988,428 13.0646% 28,988,428 13.0646%

贾玉玲

合计持有股份 2,963,355 1.3355% 537,255 0.2421%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2,963,355 1.3355% 537,255 0.2421%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六、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陈鸣宇先生、贾玉玲女士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完成。在减持期间内，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

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陈鸣宇先生、贾玉玲女士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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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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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贾玉玲女士出具的 《关于减持股份时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说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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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3日披露了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5），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鸣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玉玲女士计划

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6,656,

58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

之后的三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

相应进行调整。

二、本次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

2021年11月26日， 贾玉玲女士在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过程中，因

操作失误，将“卖出” 误操作为“买入” ，买入公司股票3,500股，成交均价为10.33元/股，全天

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

向

成交均价（元

/股）

成交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占总股本比

例

备注

2021年11月26日

集中竞价

交易

买入 10.33 3,500 36,155.00 0.0016%

误操作买

入

2021年11月26日

集中竞价

交易

卖出 10.60 1,201,800 12,739,501.80 0.5416% /

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误操作造成，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

三、本次误操作采取的补救措施

1、上述短线交易行为系贾玉玲女士在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操作失误造成，不存在利用短

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贾玉玲女士发现失误情况后及时通知

了公司，已经意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现就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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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贾玉玲女士将汲取本次短线交易事件的教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今后将严格规范买

卖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并将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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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玉玲女士于2021年11月26日卖出公司股票1,201,800股，成交均价为10.60元/股，因误操作买入

公司股票3,500股，成交价格为10.33元/股,以当日减持卖出成交均价为10.60元/股作参考，本

次误操作行为产生的收益945元，贾玉玲女士将全数上交公司。

4、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下简称“大股东”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的管理，要求公司大股东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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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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