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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

2019-14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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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般规定》、《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二十号———农林牧渔》的要求，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9年9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9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头

主要产品 销售量 库存量 销售量同比增减（%） 库存量同比增减（%）

生猪 6.35 25.37 78.33 46.90

2019年9月，公司生猪销售量6.35万头，销售量环比下降27.52%，同比增长78.33%。 本月生猪销售量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为现有猪场提升产能及后续新投产猪场引种需要，公司开始主动提高留种比例，

增加后备母猪培育数量。

2019年1-9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55.00万头，销售量同比增长72.09%。2019年9月末，公司生猪存栏

25.37万头，较2018年9月末增长46.90%。

二、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养殖业务生产经营概况，

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157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公告编号：临

2019-093

证券代码：

06116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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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拉夏贝尔” ）于2019年1月15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预案》，并经公司于

2019年3月22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9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回购A

股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区间为人民币7.31元/股—13.50元/股，回购期限

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A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拉夏贝尔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临2019-033）。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A股股份方

案暨稳定股价措施的议案》， 并将该议案提交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及2019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

月29日披露的 《拉夏贝尔关于调整回购A股股份方案暨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88）。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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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开立，尚未回购公司A股股份。公司后续将根据方案

调整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A股回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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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002224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9-074

债券代码：

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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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224� � � �股票简称：三力士

债券代码：128039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5.83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12月14日至2024年6月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

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6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2,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293号” 文同意，公司6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6月29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债券代码“128039” 。

根据相关法规和《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发行的

可转债自2018年12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三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38元/股。

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提请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7.38元/股调整为5.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8月13日起生效。

2019年6月4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

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4元/股调整为5.83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三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三力转债因转股减少417,100.00元（4,171张），转股数量为71,534股，剩余可转

债余额为280,449,400.00元（2,804,494张）。

2019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86,

899,

955.00

26.10%

186,899,

955.00

26.10%

高管锁定股

186,

899,

955.00

26.10%

186,899,

955.00

26.1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29,

235,

723.00

73.90%

71,

534.00

71,

534.00

529,307,

257.00

73.90%

三、总股本

716,

135,

678.00

100.00

%

71,

534.00

71,

534.00

716,207,

212.00

100.00

%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575-843136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三力士）、《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三力转债）。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408

证券简称：

ST

安泰 编号：临

2019

—

049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新泰钢铁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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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8年1月3日披露了《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山西新泰钢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 ）在山西农信社合计69,078万元社团贷款提供担保。现因业务需要，并

经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以其不动产权“晋（2019)介休市不动产权笫0001424号” 和机器设备抵押为

上述贷款中的51,931万元追加担保。

前述担保事项已获得公司二○一六年年度股东大会及二○一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及授

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泰钢铁成立于2005年5月，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注册资本为200,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李猛。 截至2018年底，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110,685.8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为82,042.1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97,793.5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9,261.58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所担保的主债权：债权人依据主合同为新泰钢铁发放的其中部分贷款，其中，不动产抵押担保的

主债权金额为34,243万元；机器设备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17,688万元。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等。

3、担保方式：不动产权和机器设备抵押。

4、担保期间：新泰钢铁向山西农信社申请的社团贷款期限为36个月，即至2020年12月23日。 担保期

间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为新泰钢铁追加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 公司董

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为新泰钢铁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贷款业务需要，未新增公司对关联方的担

保额度，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05,673.01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

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1.79%，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公司

累计为新泰钢铁在互保额度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8,588.18万元， 在债务重组担保额度内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182,084.83万元。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9-021

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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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5,972,13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0月1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二)�核准情况：2016年9月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27号）核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医药”或“公司” ）向通用技术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控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投资” ）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 ）三名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55,972,13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登记情况：2016年10月14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公司向医控公司、上汽投资及华夏人寿发行55,972,134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四)�锁定期安排：医控公司、上汽投资及华夏人寿所持公司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

(五)�上汽投资、华夏人寿在本次发行前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医控公司与公司为在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六)�发行股份情况详见下表：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上市流通日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6,150,071 36 2019年10月14日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704,626 36 2019年10月14日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117,437 36 2019年10月14日

合计 55,972,134 - -

上述具体内容详情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临2016-068号公告。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无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限售股持有人医控公司、 上汽投资及华夏人寿承诺：“本公司本次认购取得中国医药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

过协议方式转让。 ”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承诺，未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在本次发行所认购的中国医药

股份，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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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持有中国医药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数量、本次

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2、中国医药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3、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5,972,13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0月14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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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6,150,071 0.58% 6,150,071 0

2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704,626 4.00% 42,704,626 0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7,117,437 0.67% 7,117,437 0

合计 55,972,134 5.24% 55,972,134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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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49,232,033 -48,854,697 377,336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117,437 -7,117,437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6,349,470 -55,972,134 377,336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012,136,064 55,972,134 1,068,108,19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12,136,064 55,972,134 1,068,108,198

股份总额 1,068,485,534 - 1,068,485,534

注：上表中本次限售股上市后有限售条件的国有法人持有股份377,336股，其中驻马店市液化公司

持有188,668股，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有限公司持有188,668股，上述两家国有法人因股改未完成相关

程序处于限售状态。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流通之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9日

股票代码：

002841

股票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4

债券代码：

128059

债券简称：视源转债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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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视源转债（128059）转股期为2019年9月16日至2025年3月11日，转股价格

为75.72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视源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1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公开发行9,

418,304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4,183.04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9】152号” 文同意，公司可转

债于2019年4月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视源转债” ，债券代码“128059”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转股期为2019年9月16日至2025年3月1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76.2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5.41元人民币（含税）。 根据《募

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条款规定，“视源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5月

10日由76.25元/股调整为75.7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视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7）。

2019年6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17年

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185,760股，回购款总金额为5,226,654.72元。2019年9月5日，公司完成回购

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655,845,340股减至655,659,580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

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条款规定，“视源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9月6日由75.71元/股

调整为75.7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调整“视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二、视源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视源转债因转股减少69,900元（699张），转股数量为912股。 截至

2019年9月30日，视源转债剩余金额为941,760,500元，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19年6月28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19年9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增股

本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587,656,420 89.60% 0 0 0 -1,983,550

-1,983,

550

585,672,870 89.33%

高管锁定股 55,960 0.01% 0 0 0 32,210 32,210 88,170 0.01%

股权激励限

售股

6,800,460 1.04% 0 0 0 -2,015,760

-2,015,

760

4,784,700 0.73%

首发前限售

股

580,800,000 88.56% 0 0 0 - 0 580,800,000 88.58%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68,188,920 10.40% 0 0 0 1,798,702 1,798,702 69,987,622 10.67%

三、股份总数 655,845,340 100.00% 0 0 0 -184,848 -184,848 655,660,492 100.00%

注1：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注2：2019年9月5日，公司完成回购注销2017年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

限制性股票， 合计185,760股。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17年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注3：2019年9月23日，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

830,000股开始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1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注4：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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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9月30日的登记信息，公

司前董事长周勇持有的25,040股股份和前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谢勇持有的20,000股股

份，股份性质均由高管锁定股调整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20-32210275进行

咨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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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视源股份” 股

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19年9月30日“视源转债” 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002496

公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3

债券代码：

128012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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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丰转债（债券代码：128012）转股期为2016年10月28日至2022年4月21日； 转股价格为7.71元/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2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公开发行了84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4,5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6]286�号文同意，公司84,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6年5月1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债券代码“128012”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辉丰转债的转股 期限为自本

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16年10月28日至2022

年4月21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29.70元/股。公司于2016�年 5�月 30�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5�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规定，辉丰转债的初始转 股价格于2016�年5月31日起由原来的 29.70元/股调整

为7.79元/股。 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规定，辉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于 2017�年 6�月 27�日起由原来的 7.79�元/股调整为 7.74�元/股。 公司于 2018年7

月17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规定，辉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于 2018年7月

18日起由原来的7.74元/股调整为7.71元/股。

二、辉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辉丰转债尚有844,329,200元挂牌交易。 2019年第三季度，辉丰转债因转股

减少0元，转股数量0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844,329,200元。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

非流通股）

556,993,

076

36.95 0 0 0

-18,182,

650

-18,182,

650

538,810,

426

35.74

高管锁定股

556,993,

076

36.95 0 0 0

-18,182,

650

-18,182,

650

538,810,

426

35.74

二、无限售流通股

950,569,

156

63.05 0 0 0

18,182,

650

18,182,

650

968,751,

806

64.26

其中未托管股数

950,569,

156

63.05 0 0 0

18,182,

650

18,182,

650

968,751,

806

64.26

三、总股本

1,507,562,

232

100 0 0 0 0 0

1,507,562,

232

100

三、公司股东持股及可转债持有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1、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062

持股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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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仲汉根 境内自然人 42.23 636,631,953 477,473,965 159,157,988 质押

403,550,

000

仲玉容 境内自然人 4.82 72,604,100 54,453,075 18,151,025 质押

72,600,

000

江苏辉丰农化

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基金、 理财产

品等

2.03 30,595,320 0 30,595,320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0.84 12,606,576 0 12,606,576 质押

12,600,

000

赵辰 境内自然人 0.43 6,528,160 0 6,528,160

葛红莉 境内自然人 0.35 5,345,340 0 5,345,340

余秋芬 境内自然人 0.35 5,333,480 0 5,333,480

刘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5 5,229,811 0 5,229,811

张劲松 境内自然人 0.28 4,163,786 0 4,163,786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26 3,923,300 0 3,923,3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10名普通股股东的

情况（如有）（参见注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人为

父女关系。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仲汉根 159,157,988 人民币普通股

159,157,

988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30,595,32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

320

仲玉容 18,151,025 人民币普通股

18,151,

025

唐中义 12,606,576 人民币普通股

12,606,

576

赵辰 6,528,160 人民币普通股 6,528,160

葛红莉 5,345,340 人民币普通股 5,345,340

余秋芬 5,333,480 人民币普通股 5,333,480

刘海涛 5,229,811 人民币普通股 5,229,811

张劲松 4,163,786 人民币普通股 4,163,786

王勇 3,9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3,3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

和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

人为父女关系。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4）

不适用

2、截止2019年9月30日，辉丰转债前10名持有人情况

可转债总数（张） 8,443,292

可转债持有人总数（户） 7,370

序号 债券持有人名称 持有债券数量（张） 持有比例(%)

1 陶静威 1,590,030 18.83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鑫益增强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21,522 3.81

3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年年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7114 1.62

4

海通资管－上海银行－海通月月财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8,650 1.29

5 张秀清 105,000 1.24

6 丁素娇 96,810 1.15

7

海通资管－上海银行－海通赢家系列－年年鑫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95,187 1.13

8

海通资管－上海银行－海通赢家系列－月月赢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88,567 1.05

9 曹卫宏 83,484 0.99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裕腾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94 0.88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0515-85055568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辉丰股份” 股东名册

及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辉丰转债” 债券持有

人名册。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60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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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尚荣转债（债券代码：128053，转股期为2019年8月21日至2025年2月14日，转股价

格为：4.89元/股。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843号” 文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4日公开发行了7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5,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

[2019]93号” 文同意，公司7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债券代码“128053”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

2019年8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尚荣转债的初始价格为4.94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除权除息日

为2019年7月11日， 尚荣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7月11日起由原来的4.94元/股调整为

4.89元/股。

二、尚荣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尚荣转债因转股减少213,300.00元（2,133张），转股数量为43,595

股，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荣转债余额为749,786,700.00元（7,497,867张）。

因尚荣转债转股，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59,386,

174

36.74% 0 0 0 0 0

259,386,

174

36.74%

其中：高管锁定股

259,386,

174

36.74% 0 0 0 0 0

259,386,

174

36.7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46,531,

740

63.26% 0 0 0 43,595 43,595

446,575,

335

63.26%

三、股份总数

705,917,

914

100.00% 0 0 0 43,595 43,595

705,961,

509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与公司证券部联系，咨询电话：0755-82290988

四、报备文件

1、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尚荣医

疗”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尚荣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61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

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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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8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现对该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最高额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鉴于原额度已到期，因业务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继续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柒仟万元整(￥70,

000,000.00元）， 公司为该最高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柒仟万元（￥70,000,000.00

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并由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事项可以减轻公司的资金压力，一定程度缓解因 公司主营

业务快速增长带来的流动资金紧张，为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拓展提供资 金保障，公司已将

上述的风险控制在最低，且对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成果无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上述授信额度申 请及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因“健康产业综合体项目（一期）” 建设资金

需求，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项目贷款为人民币叁亿元整(￥300,

000,000.00)。公司将为该项目融资额度提供用地阶段性抵押、项目建成办妥房产证后追加

抵押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项目贷款可能够满足项目的建设资金，有利于推进项目的建

设进度，对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我们同意上述项目贷款申请及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拟设立项目公司的议案》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泰华翰建

筑设计总院有限公司与福安市卫生健康局签订《福安市卫生补短板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书》。 为了福安市卫生补短板PPP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福安市设立项目公司，公司独资

成立，以货币形式出资。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事项的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监管法规的要

求。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85

债券代码：

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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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07，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债券代码：128022，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转股价格：7.91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6月7日至2023年12月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众信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众信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73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1

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7亿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7]� 838号” 文同意，公司7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7年12

月2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债券代码“128022” 。

根据相关法规和《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众信转债” 的转股时间为：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17年12月7日起满6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18年6月7日至2023年12月1日。

二、“众信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众信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1.12元/股，因公司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向激励对象发行新股，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众信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12元/股调整为

11.0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7年12月21日起生效。

2、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部分激励股份，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对“众信转债” 的

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由于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很小，经计算本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仍为11.0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5月25日起生效。具体调整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旅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3、因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众信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11.05元/股调整为11.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6月22日起生效。具体调整

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旅

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

4、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部分激励股份，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对“众信转债” 的

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由于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很小，经计算本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仍为11.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8月16日起生效。具体调整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旅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

5、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部分激励股份，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对“众信转债” 的

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由于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很小，经计算本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仍为11.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11月20日起生效。具体调整

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

旅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8）。

6、因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已经授予并登记完成，根据可

转债相关规定，“众信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02元/股调整为11.0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18年11月28日起生效。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旅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51）。

7、因公司向郭洪斌等6名交易对手方发行股份购买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30%的股

权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新发行股份数量为33,445,374股，新增股份于2019年1

月16日在深交所上市。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 对众信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众信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11.00元/股调整为10.9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1月16日起生

效。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

告的《众信旅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8、因“众信转债”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经2019年4

月16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最终董事会确定将“众信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人民币10.99元/股向下修正为人民币7.92元/股，调整实施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 具体

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

信旅游：关于向下修正“众信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9、因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考核条件

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部分激励股份，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对“众信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7.92元/股调整为7.9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9年7月3日起生效。 具体调

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旅

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10、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众信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7.93元/股调整为7.9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7月11日起生效。具体调整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众信旅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三、“众信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众信转债”因转股减少40张（4,000元），转股数量为504股。 截至

2019年9月30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6,999,234张（剩余金额为699,923,400元）。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股数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限售流通股 （非流通

股）

354,517,685 40.04% -6,302,689 348,214,996 39.61%

高管锁定股 311,092,940 35.14% 311,092,940 35.39%

股权激励限售股 9,979,371 1.13% -6,302,689 3,676,682 0.42%

首发后限售股 33,445,374 3.78% 33,445,374 3.80%

二、无限售流通股 530,899,516 59.96% 504 530,900,020 60.39%

三、总股本 885,417,201 100.00% -6,302,185 879,115,016 100.00%

备注：

股权激励限售股减少6,302,689股系公司回购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

股份， 并于2019年7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

手续。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热线电话

010-64489903进行咨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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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众信旅

游）；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众信转

债）。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