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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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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4,81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0%。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11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3,60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608号）同意，于2021年6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400,818,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534,424,

000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84,795,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29%，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49,62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71%。

公司自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生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相关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控股” ）通过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湖

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有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迪策” ）

90.21%股权；湖南迪策通过湖南迪策润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华菱锐士一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锐士一号” ）5.13%股权；湖南迪策通过湖南津杉锐士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锐士一号31.23%股权。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合计3名，具体为：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湘先进” ）、杭州富阳宇纳衡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宇纳衡富” ）、锐士一号。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1、最终控股股东华菱控股的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

文件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并将严格遵守本公司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的承诺。

（3）若本公司出现未履行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

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本公司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

则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 若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湖南迪策、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并将严格遵守本公司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

的承诺。

（3）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3、新湘先进、宇纳衡富、锐士一号的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如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仍在《增资协议》（本合伙企业

入股公司时签订的编号为1901020001的《增资协议》）第十条第2款第（10）项约定的三年锁

定期内的，本合伙企业承诺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增资协议》约定的锁定期结束。

（3）本合伙企业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章、规

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并将严格遵守本合伙企业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的承

诺。

（4）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合伙企业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4、公司董事张军（间接持股）的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如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仍在《增资协议》（合伙企业入股

公司时签订的编号为1901020001的《增资协议》）第十条第2款第（10）项约定的三年锁定期

内的，本人承诺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增资协议》约定的锁定期结束。

（3）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若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6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承诺主体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股

份承诺义务。

（二）相关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新湘先进、宇纳衡富的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章的规定，减

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的方式。本公司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章

对信息披露的规定。如本公司违反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董事张军（间接持股）的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本人作为公司董事，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内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

量占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章的规定，减持方

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

方式。本人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章对信息

披露的规定。如本人违反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在任职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以及任期届满六个月内，继续遵

守上述限制性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各承诺主体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义

务。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追加承诺。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4,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0%。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70,472,555股，占公司总股本13.1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3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股）（注）

备注

1

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2,180,000 42,180,000 42,180,000 -

2

杭州富阳宇纳衡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150,000 24,150,000 22,593,946 注1

3

深圳华菱锐士一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80,000 8,480,000 5,698,609 注2

合计 74,810,000 74,810,000 70,472,555

注1：公司现任董事张军通过宇纳衡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074,738股，本次解除其

间接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2,074,738股。根据其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作出的相关承诺，其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此，张军间接所持的股份本次可实际上市流通的股份

数量为518,684股。

注2：公司最终控股股东华菱控股通过锐士一号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781,391股，根

据其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作出的相关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因此，华菱控股通过锐士一号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仍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本次无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

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作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59,605,200 67.29 -74,810,000 284,795,200 53.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74,818,800 32.71 +74,810,000 249,628,800 46.71

三、股份总数 534,424,000 100.00 - 534,424,000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上述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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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华菱线缆本次限

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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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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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详见“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不超过美元350,000,000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33,

310.45�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 即公司可以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等事项时对其提供担保， 且董事会授权总裁办公会等决定公司前述每一笔担保的

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公司对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以

及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以下简称“2022年度担保授权” ）。独立董事对2022年度担

保授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

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编号：临2022-01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

称

与本公司

的关系

持股比例

（%）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Pte.�Ltd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2011年10月 / 新加坡 / / 控股公司

注：2022年度担保授权项下其余被担保子公司的基本信息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的公告》（编号：临2022-014）。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2022年03月31日，前述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

款

净资产

资产

负债

率

营业收入

影响被担

保子公司

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

有事项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Pte.�Ltd

2,354,069 1,375,280 1,308,622 840,957 978,789 58%

479,

967.76

无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2022年度担保授权项下其余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的公告》（编号：临2022-01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担保涉及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是否有反

担保

其他股东

是否提供

担保

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

Haier�Singapore�

Investment�Holding�

Pte.�Ltd.

DBS�

BANK�

LTD.

不超过美元

350,000,000�元

连带责任

保证

首次提款日后

六年

否 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担保，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

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对于被担保方，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生产经营、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等情

况，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意见认

为，2022年度，公司拟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等事项时对其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上

限为3,080,000万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

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2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等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011,743.61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7%。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亦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担保情况（含本次担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提供担保的金额余额

1 Candy�Hoover�GROUP�SRL 68,631.00

2 Haier�Europe�Appliance�Solutions�S.P.A. 137,262.00

3 Haier�New�Zealand�Investment�Holding�Company�Limited 120,806.41

4 Haier�Singapore�Investment�Holding�Pte.Ltd. 433,310.45

5 Harvest�International�Company 23,729.75

6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24,354.00

7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3,650.00

合计 1,011,743.61

注1：除本次担保外，被担保子公司的基本信息、财务状况、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编号：临2022-014）。

注2：上述担保金额涉及外币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7月27日外汇汇率折算。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698� � �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2-028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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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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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公司二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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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6,97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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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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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从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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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董事何国胜、郭先鹏、张彦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莫晓峰因疫情原因采用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徐京辉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署航天氢能新乡气体有限公司河南晋开集团延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及其配套装置建设项目气体装置EPC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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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55,021 99.9924 5,200 0.0018 15,700 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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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签署航天氢能新乡气

体有限公司河南晋开集团

延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60

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及

其配套装置建设项目气体

装置EPC总承包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369,146 94.6416 5,200 1.3331 15,700 4.02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航天国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陕西国华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行 刘梅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013� � �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4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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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2022年7月29日收盘，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404,730股， 占公司总股

本81,155,600股的比例为2.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86元/股，最低价为18.26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25.28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2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9

日、2022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7）。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23.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80元/股（含），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1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7月29日收盘，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2,404,730股， 占公司总股本81,155,600股的比例为2.9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86元/股，最低价为18.2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25.28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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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242� � �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8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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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2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30日、2022年4月2日、2022年4月23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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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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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已经完成开立，尚未购买公

司股票。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

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242� � �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9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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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 并于2021年11月27日披露了

《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A�股），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预计回购股份不少于

（含）600万股，不超过（含）1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8%-1.56%，拟回购的股份将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51）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并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最高价将由不超过30元/股调整为29元/股。按回购数量上限1200万

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约为3.5亿元；按回购数量下限600万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约为1.7亿

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其他内容保持不变。详

见公司于2022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2022年4月6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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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最高成交价为19.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4.6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72,762,297.24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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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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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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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2年4月6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4,077,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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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6,019,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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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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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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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328� � �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2022-029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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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股东中泰证券资管－支持民企发展中泰资管2号FOF集合资

管计划－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4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泰资

管49号” ）持有公司股份50,021,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上述股份为通过股份协议转让

取得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中中泰资管49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实施时间已过半。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中泰资管49号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699,9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

998,442,611股的0.07%，本次减持后，中泰资管49号仍持有公司股份49,322,075� 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4.94%，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2年8月1日收到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中泰资管

49号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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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资管49号 5%以上第一大股东 50,021,975 5.01% 协议转让取得：50,021,97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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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资管 49

号

699,900 0.07%

2022/6/21� ～

2022/8/1

集中竞 价 交

易

6.22�-7.09 4,844,731.00 49,322,075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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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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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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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减持期间内，中泰资管49号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价格、监管政策等情形，决定如

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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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资管49号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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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519� � �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码：2022-058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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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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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含），不低于

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2022年5月1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2-036）。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9.7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股份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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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公司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3,632,754股，占公司总股本23,440万股的比例为1.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38元/股，最低

价为25.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580,805.6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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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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