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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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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7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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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29日9:15至9:25，9:30至

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07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193号来福士广场T3座1203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严俊旭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1,041,584,7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78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14,366,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72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127,218,5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5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代表股份139,923,4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6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2,704,8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04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127,218,5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579％。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控股孙公司业绩承诺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1,568,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907,0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1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苏常青律师、白曦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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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请详见2022年07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署版；

2、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7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98� � � �证券简称：赛特新材 公告编号： 2022-044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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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15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

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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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2-076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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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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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5,64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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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6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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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10000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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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26,081 99.9813 118,240 0.018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办理10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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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26,081 99.9813 118,240 0.018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办理9285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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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26,081 99.9813 118,240 0.018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办理5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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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26,081 99.9813 118,240 0.018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西安重装建设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办理2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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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26,081 99.9813 118,240 0.018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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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为公司办理10000万元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156,006,909 99.9242 118,240 0.0758 0 0.0000

2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办理10000万元银行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156,006,909 99.9242 118,240 0.0758 0 0.0000

3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办理9285万元银行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156,006,909 99.9242 118,240 0.0758 0 0.0000

4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办理5000万元银行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156,006,909 99.9242 118,240 0.0758 0 0.0000

5

关于为子公司西安重装建设机械

化工程有限公司办理2000万元银行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156,006,909 99.9242 118,240 0.075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表决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均超过有效表决票半数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闫思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召开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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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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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4日发布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 ）计划自2022年5月16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拟增持股份数不低于9,669,568股， 不超过

19,339,137股。

● 2022年7月28日，公司接到陕煤集团通知，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

司股票19,339,067股，占本公司现总股本1,257,043,925股的比例为1.5385%，增持金额合计128,851,000.12元，

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99.9997%，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陕煤集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269,361,158股，占增持前公司股份总数

966,956,865股的27.86%； 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8,682,501股， 占增持前公司股份总数的4%； 陕煤集团及下属子公司本次增持前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08,043,659股，占增持前公司股份总数966,956,865股的31.86%。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的12个月内，陕煤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增持股份的目的：本次增持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3、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本次拟增持股份数不低于9,669,568股，不超过19,339,137股。

4、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陕煤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5、拟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2年5月16日至2022年11月15日的6个月内。

6、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的资金来源为陕煤集团自有资金。

7、拟增持股份方式：陕煤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期间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了2021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于2022年6月16日发布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2021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2022年6月22日股权登记日的公司

总股本966,956,86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8,347,843.25元， 转增290,087,060股， 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由966,956,865股变为

1,257,043,925股。

四、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截止2022年7月28日，按照本次增持计划，陕煤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于2022年5月16日至2022年6月22日期间，增持公司股票7,780,000股，增持均价7.4465元；于2022年6月23日

至2022年7月28日期间，增持公司股票11,559,067股，增持均价6.1352元；累计增持股份19,339,067股，占公司

现总股本1,257,043,925的1.5385%，增持金额合计128,851,000.12元；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99.9997%，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陕煤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1,842,5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57,043,925股的

29.5807%；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028725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0004%；陕煤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22,129,8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5812%。

公司已按相关规则要求披露了增持计划和增持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建设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

制人增持计划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

2、陕煤集团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陕煤集团作为增持人具备实施增持的主体资格，陕煤集团实施本次增持符

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

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2-075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支持票据完成发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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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3月11日、2022年3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

（ABN）的议案》。公司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资产支持票据，采用定向发行方式，以分

期方式发行，单次发行规模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首期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2022年6月15日， 公司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文号： 中市协注

〔2022〕ABN90号】。公司作为发起机构发起设立“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定向资产

支持票据” 。

截止2022年7月28日，经公司核查并确认，本资产支持票据约定的发行总金额已缴足，达到《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资产支持票据目标募集规模。根

据发行文件有关约定，本资产支持票据已符合成立条件，于2022年7月28日正式成立，资产支持票据于当日

开始计息。该资产支持票据的基本情况如下：

资产支持票

据简称

发行规模

(万元)

每份面值

（元）

信用

评级

预期

收益率

预期到期日 还本付息方式

22陕西机械

ABN001优先A1

70,000.00 100.00 AAA 3.10% 2025年7月28日

按季付息，循环期不还本，摊还

期过手摊还本金

22陕西机械

ABN001优先A2

25,000.00 100.00 AAA 3.20% 2025年7月28日

按季付息，循环期不还本，摊还

期过手摊还本金

22陕西机械

ABN001次

5,000.00 100.00 -- -- 2025年7月28日

按照5%的期间收益率按季支

付期间收益

合计(万元) 100,000.00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2-077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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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625,9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57,043,925股

的8.64%；本次办理解除质押的股份为39,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5.9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0%；本次解押办理完成后，柴昭一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3,5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6%。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出具的

《关于所持建设机械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于2022年7月28日将其质押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39,000,00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该部份股份的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20年4月26日，购回

交易日为2022年7月28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柴昭一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9,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0%

解除质押时间 2022年7月28日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108,625,920

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3,55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6%

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本次解除质押为到期解除，不存在延期情形，不涉及股份冻结情况，也不涉及强

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情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预计在未来6个月内是否用于后续质押视个人资金需求情

况而定。

二、累计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43,5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的40.09%，占公司总股本数量的3.46%。

公司股东柴昭一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其本次所持公司股份解押情形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不涉及

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情形。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后续如有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2022-02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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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7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及文件于2022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3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大唐桂冠新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线路资产的议案》

为尽快收回自建新能源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资，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大唐桂冠新能源有限公司

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博白射广嶂风电场220kV送出线路资产转让给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

供电局，交易价格根据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值确定，资产转让价格为5,109.37万元。

二、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广西网欣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的议案》

为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投入公司主业，同意公司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对参股企业广西网欣物业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欣物业” ）进行减资。网欣物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根据国资有权部门备

案的评估值为2,389.04万元，公司所持网欣物业25.0139%股权对应价值为597.59万元，减资完成后，公司不

再持有网欣物业股权。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先达股份

股票代码：603086

信息披露义务人1：陈鸣宇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2：贾玉玲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增加

签署日期： 2022年7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15号准则” ）及相关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先达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指 陈鸣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指 贾玉玲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姓名：陈鸣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41971051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姓名：贾玉玲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419420417****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进行减持，以及因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陈鸣宇先生于2022年6月14日通过公司披露了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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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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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少公司股票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陈鸣宇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23,606,020股，占公司原总股本的14.8943%，其

一致性动人贾玉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116,682股， 占公司原总股本的1.3355%，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722,702股，占公司原总股本的16.2298%。

陈鸣宇先生于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7月29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471,800股，累计减持比例为3.4915%；贾玉玲女士于2021年11月8日至2021年12月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962,700股，累计减持比例为1.3352%，2021年11月26日因贾玉玲女士误

操作，将“卖出”误操作为“买入” ，买入公司股票3,500�股，占公司股本0.0016%。

因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股份总数由15,680万股增加至15,849万股，导致陈鸣宇先

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1605%；贾玉玲女士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144%。

本次权益变动后，陈鸣宇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5,421,9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029%，其一

致性动人贾玉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81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9%，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427,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048%。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陈鸣宇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0-9-22 0.1605

大宗交易 2021/3/1-2021/3/18 2,900,000.00 1.8298

集中竞价 2021/12/3-2021/12/8 327,300 0.1475

大宗交易 2021-12-10 390,000 0.1758

大宗交易 2022-1-28 757,800 0.3415

集中竞价 2022/7/6-2022/7/29 2,796,700 0.9003

大宗交易 2022-7-29 300,000 0.0966

小计 7,471,800 3.6520

贾玉玲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0-9-22 0.0144

大宗交易 2021-11-8 329,300 0.1484

大宗交易 2021-11-18 750,700 0.3383

集中竞价 2021/11/25-2021/12/3 1,882,700 0.8485

集中竞价 2021-11-26 -3,500 -0.0016

小计 2,959,200 1.3480

合计 10,431,000 5.00

三、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5,427,776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1.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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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原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陈鸣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06,020 14.8943 35,421,959 11.4029

贾玉玲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16,682 1.3355 5,817 0.0019

合计 25,722,702 16.2298 35,427,776 11.4048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争议或者被司法

冻结的情形。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陈鸣宇

集中竞价 2022/7/6-2022/7/29 2,796,700 0.9003

大宗交易 2022-7-29 300,000 0.0966

小计 3,096,700 0.9969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信息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

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 陈鸣宇

日期： 2022年7月29日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2： 贾玉玲

日期： 2022年7月29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放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阅。

第九节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博兴县经济开发

区

股票简称 先达股份 股票代码 60308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鸣宇、贾玉玲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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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其他√（大宗交易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25,722,702股

持股比例16.229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35,427,776股

持股比例：11.4048%

变动比例：5.0000%，其中被动稀释比例为0.174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证券代码：603086� � �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9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权益变动达到5%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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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股东陈鸣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玉玲女士股份减持，以及因公司实

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所致，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收到股东陈鸣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玉玲女士共同出具的《山东先达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一） 陈鸣宇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名称（二） 贾玉玲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22日-2022年7月29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主体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陈鸣宇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

2020/9/22 0.1605

大宗交易 2021/3/1-2021/3/18 2,900,000.00 1.8298

集中竞价 2021/12/3-2021/12/8 327,300 0.1475

大宗交易 2021/12/10 390,000 0.1758

大宗交易 2022/1/28 757,800 0.3415

集中竞价 2022/7/6-2022/7/29 2,796,700 0.9003

大宗交易 2022/7/29 300,000 0.0966

小计 7,471,800 3.6520

贾玉玲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

2020/9/22 0.0144

大宗交易 2021/11/8 329,300 0.1484

大宗交易 2021/11/18 750,700 0.3383

集中竞价 2021/11/25-2021/12/3 1,882,700 0.8485

集中竞价 2021/11/26 -3,500 -0.0016

小计 2,959,200 1.3480

合计 10,431,000 5.0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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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原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陈鸣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06,020 14.8943 35,421,959 11.4029

贾玉玲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16,682 1.3355 5,817 0.0019

合计 25,722,702 16.2298 35,427,776 11.4048

注1. 上述 “占原总股本比例” 为总股本股 158,490,000的比例；“占总股本比例” 为总股本股

310,640,400�的比例。

2. 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披露了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 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15,680万股增加至15,849万股，导致陈

鸣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玉玲女士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2021年2月23日，公司披露了《董事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董事

陈鸣宇先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00,000股。该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届满。

4.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15,849万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 （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547.15万元，转增 6,339.60万股，本次

分配后总股本为22,188.60万股。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21年6月10日实施完毕。

5.2021年11月03日，公司披露了《公司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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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陈鸣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玉玲女士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6,656,58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3%。该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届满。

6.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22,188.60万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547.15万元，转增8,875.44万股，本次分

配后总股本为31,064.04万股。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6月7日实施完毕。

7.2022年6月14日，公司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公司股

东陈鸣宇先生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预披露

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9,319,212股，即不

超过总股本的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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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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