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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

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

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拟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

中涉及的款项， 并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等额置换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5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每股6.3元的价格非公

开发行股票， 共计发行普通股158,730,158.00股。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人民币999,

999,995.40元，扣除承销商中介费等相关上市费用人民币15,642,170.5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984,357,824.90元。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3月9日全部到位，到位资金经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众会字(2021)第01730号《验资报告》验证。

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65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8,000,

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0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12,695,755.24元 （不含增值税金额）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87,304,

244.7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2年4

月29日出具了众会字（2022）第04356号《验资报告》。

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

因

为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公司拟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以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等

支付募投项目所涉款项，后续按月统计以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等支付募投项目应

付款项，再由募集资金专户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

金。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

作流程

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公司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

项拟定相关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经办部门确认可以采取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方

式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合同；

2、具体办理支付时，由经办部门提交付款申请，根据合同条款，注明付款方式为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按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

程序逐级审核，财务部门根据审批流程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并建立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的台账；

3、财务部门建立专项台账，逐笔统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

的款项，按月编制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情况明细表，定期抄送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

4、保荐代表人对上述明细表无异议后，财务部门向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提报与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等额的募集资金置换申请，由专管银行将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和自有外汇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用于公

司的经营活动；

5、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有权通过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

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票据的周转速度，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公司对本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

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

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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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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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年7月25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7月29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业俊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充分审议， 形成如下决

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

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2021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公司对本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

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

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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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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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年7月2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2年7月29日上午在公

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其中董事刘献栋先

生、沈锐先生，独立董事黄跃刚先生、杨大贺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及表决）。全体监事、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舸舸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充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自有外

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2021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和自有外汇

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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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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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义嘉华” ）、刘其福、孙旭军、熊鹰为一致行

动人，截至2022年7月29日，合计持有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78,

976,778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757,194,315股的比例为23.6368%。

2、公司于2022年4月7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4），公司控股股东宏义嘉华计划自上述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381,000股（含11,381,000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758,728,215股的比例不超过1.5000%， 其中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在预披露公告的十五

个交易日后实施。

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宏义嘉华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宏义嘉华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7月29日，宏义嘉华共减持公司股份5,184,200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减持计划尚未完成。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 减持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公司总股本（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名称 方式 （股）

宏义

嘉华

集中竟价

交易

2022年5月10日 4.0776 737,000 758,728,215 0.0971

2022年5月16日 4.1812 3,329,300 758,728,215 0.4388

2022年5月26日 4.0873 1,117,900 758,728,215 0.1473

合计 - - - 5,184,200 758,728,215 0.6833

备注： 公司于2022年7月23日因完成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总股本数量减少至

757,194,315股，宏义嘉华已减持的5,184,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6847%。

宏义嘉华减持的股份来源为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股份、2018年1月与公司原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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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宏义嘉

华

合计持有股份 182,148,478 24.0071% 176,964,278 23.37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2,148,478 24.0071% 176,964,278 23.37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备注：公司于2022年7月23日因完成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总股本数量减少，故上

表中减持前公司总股本计算基数为758,728,215股，上表中减持后公司总股本计算基数为757,

194,315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宏义嘉华本次股份减持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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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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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宏义嘉华本次股份减持事项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所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

露减持计划的情形。本次股份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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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后续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宏义嘉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87� � �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2022-057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股份总数超过总股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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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回购股

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

不超过7.5元/股（含），且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150%。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减持。若未能在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转让完毕，未转让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5日、2022年5月1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4）、《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8）。

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实施了首次回购，截至2022年7月2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9,46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最高成

交价为人民币6.05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5.16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2,970,

652.84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5月12日、6月2日、6月24日、7月5日、7月

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

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超过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3）、《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股份总数超过总股本2%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8）、《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关

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股份总数超过总股本3%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

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2年7月29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数量为12,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6.3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人民币5.1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2,672,579.6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本次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02� �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22-052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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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2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834,985,666.45 12,374,435,816.68 -4.36%

营业利润 530,916,419.75 503,626,416.45 5.42%

利润总额 554,959,692.51 508,147,273.57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263,647.32 363,678,676.80 4.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401,987.34 338,869,464.48 -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96 0.2881 3.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4% 4.55% 减少0.2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342,364,466.70 30,019,720,017.68 1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406,845,094.55 9,154,302,135.41 2.76%

股本 1,262,354,304.00 1,262,354,30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6.98 6.78 2.9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3,498.5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6%；实现利润总额55,

495.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826.36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01%。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受疫情防控、建筑工程开工不足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积

极开展复工复产，提升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调整市场和客户结构，提高产品售价，毛利

率稳步提升；二是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勤俭办企，提升基础管理水平，严控成本和费用，实现

了经营业绩的增长。

2.基本每股收益0.299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9%。主要原 因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334,236.45万元，较年初增长11.0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公司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2-048）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7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控股” ）的通知，获悉金河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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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河控股 是

22,000,000 9.10% 2.82%

2021年12月16

日

2022年7月28

日

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1,000,000 4.55% 1.41%

2022年4月28

日

合计 一 33,000,000 13.65% 4.23% 一 一 一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河

控股

是

38,320,000 15.85% 4.91% 否 否

2022年7月

27日

2023年7月

27日

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4,780,000 1.98% 0.61% 否 否

2022年7月

28日

2023年7月

28日

合计 一 43,100,000 17.83% 5.5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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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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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河

控股

241,758,670 30.98% 150,999,996 161,099,996 66.64% 20.64% 0 0 0 0

合计 241,758,670 30.98% 150,999,996 161,099,996 66.64% 20.6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仅与质押人自身资金需求有关，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

任何影响的情形。

2、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77,549,997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2.08%，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94%，对应融资余额176,900,000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161,099,996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6.6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0.64%，对应融资余额

362,000,000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生产经营的自有

资金以及来自于被投资方的分红款。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2-10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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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 ）的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融捷投资

控股

否 1,670,000 1.08% 0.06% 2021年7月28日 2022年7月28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1,670,000 1.08% 0.06%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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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向阳

（注1）

239,228,620 8.22% 54,108,750 54,108,750 22.62% 1.86% 38,742,500 71.60% 140,678,965 75.99%

融捷投资

控股

155,149,602

（注2）

5.33% 22,324,924 20,654,924 13.31% 0.71%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76,433,674 74,763,674 - 2.57% 38,742,500 - 140,678,965 -

注1： 截至公告披露日， 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89.5%和

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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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之一高英女士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具体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高英 是 39,670,000 74.99% 3.43%

2019年 7月31�

日

2022年7月

28日

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 计 - 39,670,000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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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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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高文班 267,518,800 23.12% 127,780,000 47.76% 11.05% 63,749,800 49.89% 136,889,300 97.96%

高进华 174,435,840 15.08% 57,050,000 32.71% 4.93% 16,441,040 28.82% 114,385,840 97.44%

高 英 52,903,760 4.57% - - - - - - -

高文安 41,343,560 3.57% 19,500,000 47.17% 1.69% - - - -

高文靠 48,903,760 4.23% 24,000,000 49.08% 2.07% - - - -

高文都 87,880 0.01% - - - - - - -

古龙粉 6,063,720 0.52% - - - - - - -

法亚楠 13,215,131 1.14% - - - - - - -

合 计 604,472,451 52.25% 228,330,000 37.77% 19.74% 80,190,840 35.12% 251,275,140 66.80%

注：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均为高管锁定股。

3、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

平仓风险，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证券等措施，并及时通知公司。公司将持续

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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