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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持公

司已回购股份的议案》， 公司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已回购股份，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6,

508,826 股（即总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任意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众信旅游：关于回购股份减持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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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上市公司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

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已回购股份数量

为 9,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929%， 减持所得资金总额为 58,932,

184.00 元（未扣除交易费用），减持的最高价为 7.03 元 / 股，最低价为 6.38 元 /

股，减持均价为 6.55 元 / 股，原回购均价为 5.13 元 / 股。

上述减持符合公司的既定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将在减持

期间内，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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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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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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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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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环锌锗” ） 、四川

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高锗” ），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环通物流” ）。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为全资

子公司四环锌锗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成都

分行”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00 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全

资孙公司四川高锗在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整的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全资孙公司环通物流在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最高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盛屯

矿业为四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4,718 万元,盛屯矿业为四川高锗提供担保

的余额为 1,100 万元，盛屯矿业为环通物流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2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四环锌锗最高额不超

过人民币（大写）贰亿壹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四川高锗最高额不超

过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环通物流最高额不超

过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和 2022 年 5 月 17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

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署后，因尚未实际发生借款导致公司的担

保义务增加，故公司为四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仍为 104,718 万元,公司为四川

高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仍为 1,100 万元, 公司为环通物流提供担保的余额仍为 2,

2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 年 03 月 02 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回隆乡竹马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甄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

炼；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

属制品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矿物洗选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四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917,580,842.32 3,598,083,087.73

负债总额（元） 2,361,014,625.37 2,026,117,344.44

资产净额（元） 1,556,566,216.95 1,571,965,743.29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512,772,700.45 2,985,595,525.48

净利润（元） -13,346,466.01 164,730,103.56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四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二）四川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3、注册地址：石棉县工业园区竹马工业集中区

4、法定代表人：甄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6、经营范围：含锗废弃物资源的再生与加工；高纯二氧化锗生产、批发；金

属、稀有金属及贵金属批发；新能源材料及电子材料的研发、批发；出口本企业自

产的稀有金属及相关冶金、化工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及其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7、四川高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06,602,643.85 99,335,005.31

负债总额（元） 46,113,877.33 36,855,183.64

资产净额（元） 60,488,766.52 62,479,821.67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0 44,959,915.41

净利润（元） -2,143,799.62 8,205,291.47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四川高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03 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建设路 32�号 2�幢 4�号

4、法定代表人：禹光强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6、经营范围：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冷藏车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

物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信息咨询

服务；通用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建材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7、环通物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7,567,422.35 42,459,899.19

负债总额（元） 29,835,241.85 34,810,343.58

资产净额（元） 7,732,180.50 7,649,555.61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7,509,217.07 38,810,186.20

净利润（元） 347,156.64 1,350,271.45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环通物流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

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

（主债权）

21,0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担保范围

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

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

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

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

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

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

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

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

息（含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锌锗、全资孙公司四川高锗、全资孙公司环通物流申请

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对其进行担保，是根据全资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

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四环锌锗、四川高

锗、环通物流经营情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该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部单位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439,180.56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6.81%，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429,530.56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00%，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 � �公告编号：2022-057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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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天马” ）收

到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拨付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支持补贴资金的通知》，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厦门天马

拨付研发支持补贴资金 20,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厦门天马已收到上述补助款项，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利润

（追溯调整前）的 12.97%。 厦门天马所获政府补助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具有可

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厦门天马本次收到的

研发支持补贴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政府补助》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计入当期损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计入递延收益，于相

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确认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与企业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厦门天马本次收到的研发支持补贴资金属于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用于补偿厦门天马 2022 年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应在 2022 年计入其

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在 2022 年计入其他收益，预计增加 2022 年度利润总额 20,000 万元

人民币（未经审计）。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 2022 年度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审计

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662� � � �证券简称：柯力传感 公告编号：2022-043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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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52,839,051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8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79 号文）核准，宁波柯力传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柯力传感”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850,114 股，并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总股本为 119,400,454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29,850,114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9,550,34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 282,998,292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55,007,4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7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涉及股东数量为 6 名，持

有限售股共计 152,839,0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1%%，将于 2022 年 8 月 8 日

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

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119,400,454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59,700,

227 元，转增 47,760,182 股。 本次分配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167,160,636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370,47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790,160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

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167,160,636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66,864,

254 元，转增 66,864,254 股。 本次分配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34,024,89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365,87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6,659,014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公司向 47 名激励对象共定向增发 1,807,020 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已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35,831,910 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129,172,89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6,659,014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利

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235,831,91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3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76,

173,706.93 元， 转增 47,166,382 股。 本次分配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82,998,

292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007,475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990,817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

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公司股东森纳投资、申宏投资、申

克投资、鲁忠耿、黄朝霞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除外），也不由公司回购

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 / 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

行价；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 / 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在本人 / 本公司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 / 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 / 本公司

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 / 本公司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担任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柯建东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除外），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六个月。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在本人任职期间（于本承诺中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7、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

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1、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

行相关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有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4、本保荐机构对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52,839,051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8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1 柯建东 126,290,508 44.63% 126,290,508 0

2 宁波森纳投资有限公司 19,540,806 6.90% 19,540,806 0

3 鲁忠耿 3,622,080 1.28% 3,622,080 0

4 宁波申宏投资有限公司 1,719,905 0.61% 1,719,905 0

5

宁波申克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1,479,873 0.52% 1,479,873 0

6 黄朝霞 185,879 0.07% 185,879 0

合计 152,839,051 54.01% 152,839,051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

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担任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柯建东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其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

其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2,740,584 -22,740,584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32,266,891 -130,098,467 2,168,42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5,007,475 -152,839,051 2,168,424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127,990,817 152,839,051 280,829,86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7,990,817 152,839,051 280,829,868

股份总额 282,998,292 0 282,998,292

特此公告。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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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质押股份全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佘虹达先生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其质

押于宁波保税区鑫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上海乐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

股份全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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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佘虹达 否

5,376,000 39.82% 2.00%

2022年 6月

24日

2022年

7月 28日

宁波保税区鑫达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8,124,000 60.18% 3.02%

2022年 5月

20日

2022年

7月 29日

上海乐尊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合计 一 13,500,000 100% 5.02% 一 一 一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佘虹达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质

押数量

（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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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合

计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佘虹达 13,500,000 5.02%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3,500,000 5.02% 0 0.00% 0.00% 0 0.00% 0 0.00%

二、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佘虹达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其所持股份均

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标记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

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

通知》；

3、佘虹达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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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0057� � � �债券简称：现代转债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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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现代” 或“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新通” ）签署了

《制剂产品委托独家生产和独家销售及提供营销服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框架协议” 或“原协议” ），约定西安新通将其正处于研发进程中，拥有知

识产权并将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三款制剂产品委托给国药现代独家生产

和独家销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二、合作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上述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积极关注项目进展情况，并与对方就相关合

作事项的细节进行跟进和沟通。截至目前合作框架协议涉及的三款产品仍处于研

发阶段，尚未上市，双方亦未签署实质性正式协议。

近期因受政策影响， 双方对合作产品之一 CE- 磷苯妥英钠注射液的战略规

划发生变化，经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终止合作框架协议中关于该产品的约

定，并签署了《CE- 磷苯妥英钠注射液产品服务终止协议》，就相关事宜约定如

下：

1、自协议生效日起，原协议有关该产品的约定终止，双方不会达成原协议约

定的合作。 终止之日，原协议项下有关该产品的权利和义务即终止。

2、终止协议不导致一方向另一方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或商

誉损失。

3、CE- 磷苯妥英钠注射液项目的终止不影响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 注射用

MB071331 项目的履行。 尚未终止的项目按照原协议相关约定履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前期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初步意向性约定，截止目前尚未签署

正式协议。 基于协议约定，双方均无需对本次部分项目的合作终止承担赔偿及法

律责任，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合作框架协议中涉及的其他药品 （即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 注射用

MB071331）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未来是否能在国内获批上市存在不确定性，双

方亦未签署正式协议。后续有关的具体实施情况、实施方式、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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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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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预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4 亿元至 6 亿元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4.5 元 / 股，回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

减少注册资本。

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6）、《东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2-008）、2022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1）和 2022 年 3 月 29 日披

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临 2022-03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回购股份》等规定，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施股票回购。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回购股份》

等规定以及公司回购预案，于回购期限内进行股票回购，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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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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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临

2021-014 号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24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临 2022-016 号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75,570,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65%，最高成交价为 19.62 元 / 股，最低

成交价为 6.70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821,928,042.23 元（不含佣金

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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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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