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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孚日股份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仕强 孙晓伟

办公地址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1号证券部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1号证券部

电话 0536-2308043 0536-2308043

电子信箱 furigufen@126.com furigufen@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17,567,211.80 2,451,397,846.22 1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6,819,701.01 166,282,050.97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5,652,260.78 134,945,878.73 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541,834.08 328,560,400.08 -1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4.55%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241,846,989.59 7,736,310,430.60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13,712,788.13 3,782,164,346.71 -1.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5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0% 170,000,000 质押 123,896,552

孙日贵 境内自然人 7.33% 60,221,217 质押 41,890,000

高密安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31,500,000

孙小惠 境内自然人 3.65% 30,000,055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益安地风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5% 19,300,000

单秋娟 境内自然人 1.44% 11,845,800

刘世辉 境内自然人 1.42% 11,643,816

门雅静 境内自然人 0.79% 6,448,900

王聚章 境内自然人 0.76% 6,235,200 6,235,200

杨宝坤 境内自然人 0.66% 5,4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密安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

安地风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关系，孙日贵、单秋娟、杨宝

坤均为高密安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孙日贵与孙小惠为

父女关系，单秋娟与刘世辉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有

无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 安信投资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3150万股，孙小惠通过中泰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3000.0055万股，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地风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

份1930万股，刘世辉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股份1064.1216万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孚日转债 128087 2019年12月17日 2025年12月17日 64,940.58 1%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4.27% 50.9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09 4.73

三、重要事项

无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茂昌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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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高密万仁热电

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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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仁热电” ）承担着高密市城区居民的供暖任务，高密市财政局对万仁热电2019年至2022年

采暖季供热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的数额为准。

近日， 公司收到高密市财政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万仁热电2019年至2022年采暖季供

热亏损出具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结论显示：2019-2020供暖季，万仁热电供暖业务亏损额

为 16,099� ,629.82元 ；2020-2021供暖季 ， 万仁热电供暖业务亏损额为 16,746,276.78元 ；

2021-2022供暖季，万仁热电供热业务经营亏损87,159,200.00元。

根据上述审计结果，万仁热电2019年至2022年采暖季供热补贴金额合计120,005,106.60元。

高密市财政局已于2022年6月29日向万仁热电支付部分供热补贴51,000,000.00元， 剩余补贴金

额69,005,106.6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25.27%。

二、其他说明和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2019年至2022年采暖季供热补贴剩余款项的到账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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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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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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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2年8月1日在北京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配股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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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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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2年8月1日在北京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玮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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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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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配股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 关于公司使用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

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置

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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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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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

沈保根

史翠君

王彦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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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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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3号）核准，公司获准向原股东配售15,

978万股新股。 公司于2022年2月23日完成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525,773股，发行价格为4.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77,365,978.50元，扣除发行费

用11,577,624.56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5,788,353.9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配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22年2月25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22）第110C000099号《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均符合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2月11日披露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本次

配股募集资金扣除不含增值税的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项目 项目具体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

金额

1

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及

技改项目

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扩产改造项目

9,492.10 9,492.10

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7,929.32 7,929.32

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磁性材料机

加工项目

7,365.58 7,365.58

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磁性材料电镀园

区项目

14,213.00 14,213.00

小计 39,000.00 39,000.00

2

中科三环赣州基地新建

项目

年产5,000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建设项目

（一期）

50,000.00 33,000.00

- 合计 89,000.00 72,000.00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结果，本次配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6,578.84万元，少于上述项目募

集资金拟投资金额，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

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额使用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项目 项目具体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

金额

1

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及

技改项目

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扩产改造项目

9,492.10 9,492.10

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7,929.32 7,929.32

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磁性材料机

加工项目

7,365.58 7,365.58

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磁性材料电镀园

区项目

14,213.00 14,213.00

小计 39,000.00 39,000.00

2

中科三环赣州基地新建

项目

年产5,000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建设项目

（一期）

50,000.00 27,578.84

- 合计 89,000.00 66,578.84

三、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2年5月7日，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19,

922.09万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项目 项目具体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金

额

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预先投

入自筹资金金

额

占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的比

例

1

宁波科宁达

基地新建及

技改项目

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产

改造项目

9,492.10 9,492.10 2,815.95 2,815.95 29.67%

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

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扩产改造项目

7,929.32 7,929.32 2,890.83 2,890.83 36.46%

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

有限公司磁性材料机加工

项目

7,365.58 7,365.58 4,677.88 4,677.88 63.51%

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

公司磁性材料电镀园区项

目

14,213.00 14,213.00 6,237.43 6,237.43 43.89%

小计 39,000.00 39,000.00 16,622.09 16,622.09 42.62%

2

中科三环赣

州基地新建

项目

年产5,000吨高性能烧结

钕铁硼磁体建设项目（一

期）

50,000.00 27,578.84 3,300.00 3,300.00 11.97%

- 合计 89,000.00 66,578.84 19,922.09 19,922.09 29.92%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各项发行费用总额为1,157.76万元， 其中通过募集资金直接扣除或

支付的发行费用为895.13万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为262.63万元。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拟置换金额

保荐费用 141.51 141.51

律师费用 28.30 28.30

审计费用 35.85 35.85

印花税 0.37 0.37

信息披露费用 56.60 56.60

合 计 262.63 262.63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为262.63万元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六、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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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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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置

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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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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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184.7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

（四）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出具《关于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鉴证

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110A013921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中科三环公司的《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 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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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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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关规定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截至2022年5月7日止中科三环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该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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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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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三环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五）《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三环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650� � �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2-040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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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作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股

份来源，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8.45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以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2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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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5,168,22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1,152,000,000股的1.32%，最高成交价为6.29元/股，最低价为

4.0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1,000,936.23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

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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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十九

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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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1月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12月30日至

2022年1月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09,697,300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

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即27,424,

325股。

3、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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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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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3012� � �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2-069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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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

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且不超过30,000万元，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75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和《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63）。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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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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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月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474,74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4%，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1.8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81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29,986,10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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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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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十九条的相

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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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

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2月28日）前五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13,541,333股的25%（即3,

385,33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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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792� � �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2-053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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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按不超过人民币17.50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

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

案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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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公司在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84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210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2.4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16元/股，已使用资

金总额为994.8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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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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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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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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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6月20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累计成

交量为3552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888万股，向上取整）。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未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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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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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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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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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依法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回购的股

价不超过人民币5.80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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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7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410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0.27%，最高成交价为4.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98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0444135.06元

(含交易费用)。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的方案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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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十

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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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5月6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4月26日至

2022年4月29日、2022年5月5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9990414股。公司自首次回购股份以来，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

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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