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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3721

股票简称：中广天择 编号：

2020-001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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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12月

30日、12月31日、2020年1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经公司自查， 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长沙广播电视集

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12月30日、12月31日、2020年1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

本公司控股股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

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近期，有媒体报道公司涉及“网红概念股” ，公司2018年开始布局短视频

业务，从2019年开始实现收入，2019年度MCN平台营收占公司总营收占比很

小。 公司MCN业务目前处于发展初期，该业务受未来市场规模、市场营销力

度、 用户接受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其市场认可度及盈利模式尚存在不确定因

素。 目前该业务未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在上述股

票异常交易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19年12月30日、12月31日及2020年1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截至2020年1月2日， 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37.53倍， 根据Wind板块数

据：1月2日收盘，申银万国文化传媒行业静态市盈率（算数平均）为44.83倍。

公司市盈率水平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各位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是电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视频内容的制作、发行和营

销；电视剧播映权运营。 由于2018年至今影视行业景气度持续下降，在行业竞

争加剧、监管政策趋严、市场流动性紧缩、影视从业人员舆情风波等多重不利

因素影响下，影视行业和从业企业普遍面临了投资方谨慎观望、资金链趋紧、

播出平台不确定性加剧、项目减产或延期、库存周转缓慢等挑战，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1

债券代码：

128013

债券简称：洪涛转债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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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转债（债券代码：128013）转股期为2017年2月6日至2022年7月

28日；转股价格为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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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9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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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7

月29日公开发行了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6]537号”文同意，公司12亿元可转债于2016年

8月2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洪涛转债” ，债券代码“128013” 。

根据相关规定和 《深圳市洪涛装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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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洪涛转债自2017

年2月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0.28元/股。

2017年5月9日，因公司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公司股份4,265.2

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7年5月9日起由原来的

10.28元/股调整为10.06元/股。

2017年7月10日，因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授予登记完

成，新增公司股份140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7

年7月10日起由10.06元/股调整为10.05元/股。

2017年7月21日， 因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10股派0.2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7年7月21日起由

10.05元/股调整为10.03元/股。

2017年12月19日， 因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股份授予登记

完成，新增公司股份441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7年12月19日起由10.03元/股调整为10.01元/股。

2018年3月26日，因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剩余股份授予登

记完成，新增公司股份160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年3月26日起由10.01元/股调整为10.00元/股。

2018年7月13日， 因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10股派0.2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7月13日起由

10.00元/股调整为9.98元/股。

2019年7月26日， 因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10股派0.1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7月26日起由9.98

元/股调整为9.97元/股。

2019年11月21日，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满足洪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11月21日起由9.9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

二、洪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洪涛转债尚有1,199,949,200元挂牌交易。 2019年第四

季度，洪涛转债因转股减少25,000元，转股数量为2,580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

199,949,200元。

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319,732,

172

25.59

%

0

-125,

000

-125,

000

319,607,

172

25.58%

高管锁定股

300,620,

972

24.06

%

0

-125,

000

-125,

000

300,495,

972

24.05

%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111,200 1.53% 0 0 0 19,111,200 1.53%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29,707,

269

74.41

%

2,580 125,000 127,580

929,834,

849

74.42

%

三、总股本

1,249,439,

441

100.00

%

2,580 0 2,580

1,249,44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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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0755-82451183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洪涛股份”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洪涛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1月03日

证券代码：

000810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

2020-001

债券代码：

127013

债券简称：创维转债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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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810� � � � �股票简称：创维数字

债券代码：127013� � � � �债券简称：创维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1.49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10月21日至2025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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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四季度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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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基本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创维数字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1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

年4月15日公开发行了1,04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4亿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9〕272号” 文同意，公司10.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5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创维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13” 。

（三）可转债历次价格调整情况

1、“创维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1.56元/股，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公司

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94,000股，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情况，公司对创维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调整，由11.56元/股调整为11.5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7月12日生效，详见公司2019年7月12日发布的《关于“创维转

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59）。

2、因公司实施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创维转债” 的转

股价格进行了调整，由11.57元/股调整为11.4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9月26日

生效，详见公司2019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创维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 公告编号：2019-082）。

3、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659,400股，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因其所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

经计算后的创维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不需调整。 详见公司2019年11月4日发布的《关于“创

维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90）。 截至目前，创维转

债转股价格为11.49元/股。

二、创维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四季度，创维转债因转股减少55,300元人民币（即553张），共计转换成创维

数字股票4,806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创维转债余额为1,039,944,700元人民币（即

10,399,447张）。

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7,092,783 7.28% -659,300 76,433,483 7.22%

高管锁定股 39,106,521 3.69% 100 39,106,621 3.70%

首发后限售股 22,083,862 2.09% - 22,083,862 2.0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902,400 1.50% -659,400 15,243,000 1.4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81,845,345 92.72% 4,706 981,850,051 92.78%

三、股份总数

1,058,938,

128

100% -654,594

1,058,283,

534

100%

注：1、公司于2019年11月4日发布《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 公告编号：2019-089），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659,

400股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披露《关于更换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

2019-091）。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自姚凯先生离任日起6个月内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0股予以全部锁定，故上

表中公司高管锁定股增加100股；

3、2019年第四季度，创维转债转股数量为4,806股，同时鉴于姚凯先生所持100股由无

限售条件股份转为高管锁定股，故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4,706股。 综上，公司2019年第四季

度股份共计减少654,594股。

三、其他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6层

邮编：518057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6010680

传真：0755-26010028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创维数

字”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创维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20-001

债券代码：

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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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东转债”（债券代码：127006）转股期为2018年9月19日至2024年3月13日；转股价格

现为20.62元/股。

2019年第四季度共有85张“敖东转债” 转股，共计转换成“吉林敖东”股票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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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四季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号）核准，本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公开发行了

面值总额241,3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发行” ），扣除发行费用2,

446.1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238,853.87万元在2018年3月19日已全部到位。 中准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8]191号”文同意，公司241,3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8年5月1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敖东转

债” ，债券代码“127006” 。

公司2018年4月24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2017年年末总股本1,162,769,962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3.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6月22日起由原来的21.12元/股调整为

20.82元/股，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3）。

公司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10

股派现金红利2.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6月19日起由原来的

20.82元/股调整为20.62元/股， 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

二、“敖东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四季度，“敖东转债” 因转股减少8,500元人民币（即85张），共计转换成“吉林

敖东” 股票407股；截至2019年12月31日，“敖东转债” 余额为2,407,524,200元人民币（即

24,075,242张）。

本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股数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

股份

20,992,433 1.80% 20,992,433 1.80%

其中: 境内法人

持股

18,275,382 1.57% 18,275,382 1.57%

境内自然人持股 2,717,051 0.23% 2,717,051 0.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20,992,433 1.80% 20,992,433 1.80%

二、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142,040,

102

98.20

%

+407

+40

7

1,142,040,

509

98.20%

三、股份总数

1,163,032,

535

100.00

%

+407

+40

7

1,163,032,

942

100.00

%

注：(1)上表中“比例” 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本次变动前股数为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中数据。

三、其他

联系方式：

地 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

邮 编：133700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王振宇

联系电话：0433-6238973

传 真：0433-6238973

电子信箱：000623@jlaod.com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吉林敖东”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敖东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1-01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2日收到

高管许孝男先生及金跃国先生《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许孝男先生、金跃国先生计

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部分公司

股份，用于个人资金需求。 持本公司股份991,7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9%）

的股东许孝男先生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4.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8%）；持本公司股份972,6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0.19%） 的股东金跃国先生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份不超过24.3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7%）。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

有限售条件的股数

（股）

许孝男 991,799 0.19% 247,949 743,850

金跃国 972,602 0.19% 243,150 729,452

（注：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小数点尾数会有较小差异，下同）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姓名

拟减持数量

（万股） (不

超过)

拟减持股份占

总 股 本 比 例

（%）(不超过)

股份来源

减 持 时 间

区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减 持 原

因

金跃国 24.7 0.048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因

权益分派送转

的股份

自 本 公 告

之日 起 15

个 交 易 日

后的6个月

内

集 中 竞

价交易

视 市 场

价 格 确

定

个 人 资

金需求

许孝男 24.3 0.047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因

权益分派送转

的股份

自 本 公 告

之日 起 15

个 交 易 日

后的6个月

内

集 中 竞

价交易

视 市 场

价 格 确

定

个 人 资

金需求

特别说明：

1、减持期间自本减持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

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2、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则上述人

员计划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 计划减持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1、 许孝男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监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本人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

2、 金跃国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监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本人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跃国先生和许孝男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

持事项不违反公司此前披露的承诺内容。

四、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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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许孝男先生和金跃国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

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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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规定要求，及时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减持进展情况公告。

3、 许孝男先生和金跃国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

2020

—

001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0日披露了

《龙大肉食：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藤忠（中国）” ）

向公司提交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 “减持计划” ）， 伊藤忠

（中国） 拟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四个月内 (即2019年9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即45,332,880股。 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15,110,960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4%（即不超过30,221,920股）。 详见

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公告。

2019年9月12日，伊藤忠（中国）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的部分数量过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本公司公告。

2019年12月13日，伊藤忠（中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已按计划

减持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

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伊藤忠（中国）发来的《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伊

藤忠（中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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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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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 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伊藤忠（中

国）集团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19年9月2日至9月

12日

9.74 7,555,400 0.999989

集中竞价

2019年12月2日

至12月13日

6.84 9,822,020 0.999989

大宗交易 0 0

合计 1.999978

截止到2019年12月13日，伊藤忠（中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已

按计划减持完毕。

（注1）： 表中减持比例的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为四舍五入造成。

二、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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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伊藤忠（中

国）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

股

102,055,100 13.50743 113,027,590 11.50745

（注2）： 由于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实施完成了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3股的权益分派，故，自2019年10月11日起，伊藤忠（中国）持有公司的股数

也相应调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伊藤忠（中国）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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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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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伊藤忠（中国）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其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

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已期限届满。

3、伊藤忠（中国）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

2020

—

001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四季度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云内动力” ）及子公司成都云内动力有限公司、山东云内

动力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铭特科技有限公司及合肥云内动力有限公司于2019年第三、四季度收到政府补助共计

5,629.2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获得补

助主体

补助项目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会计处理

方法

补助金额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有关

2018年企业专利资助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9.44 是

2018年新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和工业设计中

心补助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40.00 是

2018年昆明市人才项

目补助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6.00 是

2018年经开区开拓国

际市场奖励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9.00 是

中央外经贸发展进口

贴息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31.99 是

2019年工业企业技术

改造和技术创新补助

资金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和技术创新补助资金的通

知》昆财产业【2019】189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30.00 是

中央2019年支持企业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

金（高效环保多缸小径

柴油机智能制造新模

式项目）

—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3,000.00 是

2018年科技计划项目

配套补助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关于给予2018年科

技计划项目配套补助的决

定》昆经开【2019】80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36.00 是

2019年昆明市支持信

息化建设补助资金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年昆明市支持企业信

息化建设项目补助资金的通

知》昆财产业【2019】193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45.00 是

2018年经开区企业参

展补助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00 是

2019年省级工业和信

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 达

2019年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昆财

产业【2019】238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960.00 是

2019年工业企业间协

作配套奖励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0.87 是

昆明云

内动力

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经开区研

发投入后补助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

2017年度经开区研发

投入后补助的决定》昆

经开【2019】32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00.00 是

2017年昆明市研

发投入后补助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

2017年度昆明市研发

投入后补助的决定》昆

经开【2019】39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66.23 是

2018年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奖励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0.00 是

山东云

内动力

有限责

任公司

学徒制培训补贴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37.50 是

成都云

内动力

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

局关于市本级企业申

报2019年暂时困难企

业稳岗补贴的通知》成

就发【2019】34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487.86 是

深圳市

铭特科

技有限

公司及

其下属

子公司

软件产品即征即退

补助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418.32 是

合肥云

内动力

有限公

司

2018年自主创新

政策兑付资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0.00 是

2018年规上服务

业战新产业奖补资

金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0.00 是

合计 5,629.21

上述政府补助均以现金形式发放，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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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根据规定确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3,000.00万元，确认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629.21万元。

2、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629.21万元确认为其他收益

并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3,000.00万元确认为递延收益。 上述政府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具体会

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19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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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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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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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

2019年4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公司于2019年5月9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并于同日实施

了首次回购。 具体内容刊登于2019年3月19日、2019年5月9日和2019年5月10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9-026、 临 2019-052和临

2019-053）。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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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8,693,302股，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的比例为1.72%，成交最高价为3.65元/股，成交最低

价为3.12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763,791.22元（不含交易费

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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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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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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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463,000元“山鹰转债” 转

换成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138,602股，占“山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3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山鹰转债” 金

额为2,299,537,000元，占“山鹰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22号）核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1月21日公开发行总规模为

23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债券期限为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54号文同意，公司23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2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山

鹰转债” ，债券代码“11004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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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的“山鹰转债” 自2019年5月27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目前转股价为3.34元/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山鹰转债” 转股期为2019年5月27日至2024年11

月21日。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41,000元“山鹰转债” 转

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数为12,272股。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463,

000元“山鹰转债” 转换成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138,602股，占“山

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3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山鹰转债” 金额为2,299,537,000

元，占“山鹰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8%。

三、 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19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本次变动后

（2019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84,711,167 12,272 4,584,723,439

总股本 4,584,711,167 12,272 4,584,723,43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2376587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45号滨江国际6号楼。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