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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27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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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脉医疗” 或“公

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上海联木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联木” ）持有公司股份6,088,238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8.46%；

上海虹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虹皓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5,294,14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7.36%；

上海阜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阜釜” ）持有公司股份3,791,911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27%。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该部分股份于2020年7月22日起上

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股东自身的资金需求，上海联木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即2020

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

519,23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5%。 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虹皓投资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 即2020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

24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764,000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2.4507%。 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上海阜釜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即2020年8月28日至2020年11月

27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47,977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3170%,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联木、虹皓投资、上海阜釜《关于股份减持

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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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木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6,088,238 8.46% IPO前取得：6,088,238股

虹皓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294,140 7.36% IPO前取得：5,294,140股

上海阜釜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791,911 5.27% IPO前取得：3,791,91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上海联木

不 超 过 ：2,

519,233股

不 超 过 ：

3.5%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439,562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2,519,

233股

2020/8/28 ～

2021/2/24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求

虹皓投资

不 超 过 ：1,

764,000股

不 超 过 ：

2.4507%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439,562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1,764,

000股

2020/8/28 ～

2021/2/24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求

上海阜釜

不 超 过 ：

947,977股

不 超 过 ：

1.3170%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719,781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947,

977股

2020/8/28 ～

2020/11/2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求

注：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量将

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时上一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调整减持价格）。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上海联木、虹皓投资、上海阜釜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就所持

公司股份上市后持有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企业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

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限售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时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有除权、除息，将

相应调整减持价格）；

（3）本企业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关于自愿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

所有；

（3） 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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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4）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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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关规定。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综合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系上述股东根据自身安排

及计划的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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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股东上海联木、虹皓投资、上海阜釜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本公司及股东上海联木、虹皓投资、上海阜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

2020-068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

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徐佳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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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发布《关于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徐佳东先生因与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债务纠纷拟被动减持公司股份，任意连续90

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近日，公司收到徐佳东先生《关于被动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截止本公告日，股东徐佳东先生披露

的被动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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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

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徐佳东

集中竞价交易 非公开发行股份

5月7日 5.77 5,000 0.0003%

5月20日 5.29 350,000 0.0225%

5月29日 5.06 113,286 0.0073%

合 计 - - - 468,286 0.030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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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佳东

合计持有股份 190,150,715 12.20% 189,682,429 12.17%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3,500,000 0.22% 3,500,000 0.2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6,650,715 11.98% 186,182,429 11.9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被动减持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徐佳东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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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持股份为质权人对徐佳东先生部分股份进行违约处置导致的被动减持，本次减持与前

次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经

营产生直接影响。 徐佳东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变动情况，督促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被动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

2020-070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存在被动减持

公司股份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徐佳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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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徐佳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出现被动减持可能情况的告知函》，获悉徐佳东先生与质权人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存在债务纠纷，海通证券拟对徐佳东所持公司370万股股份

进行违约处置，徐佳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徐佳东

2、股份持股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徐佳东先生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徐佳东 189,682,429 12.17%

3、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徐佳东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次

发行获得的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本人累计可

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全部

新增股份的2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累计可

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全部

新增股份的3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48个月内，本人累计可

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全部

新增股份的5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本人累计可

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全部

新增股份的7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0个月后，本人可转让

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9年11月11日

履行完毕

本人承诺自增持本次股票的十二个月内 （即2018

年2月23日-2019年2月22日）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

票，并承诺在该承诺时间结束后且非窗口期如减持

股票， 首次减持合计728,184股股票产生的全部收

益归公司所有， 如减持该等股票未有产生收益，则

本人将向公司支付相当于该笔增持金额的10%的

处罚金额。

2018年07月09日

2018年02月23日

-2019年07月04日

履行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徐佳东先生本次减持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可能存在的被动减持情况

1、本次拟被动减持原因：徐佳东先生与海通证券存在债务纠纷，质权人海通证券拟对徐佳东先生

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违约处置。

2、本次拟被动减持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

3、本次拟被动减持方式：集中竞价等方式

4、本次拟被动减持日期：自2020年8月6日起未来六个月

5、本次拟被动减持数量及比例：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本次拟执行股份不超过3,700,0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24%。

6、本次拟被动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被动减持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徐佳东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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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东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徐佳东先生正积极寻求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尽力降低或避免本次违约造成的不利影响。 公司

将持续关注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变动情况，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出现被动减持可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

2020-069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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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系统查询到股东徐佳东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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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徐佳东 否

1,466,982 0.77% 0.09% 2019.3.4

2020.8.5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466,982 0.77% 0.09% 2019.3.5

652,750 0.34% 0.04% 2019.3.21

合计 - 3,586,714 1.89% 0.23%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徐佳东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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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徐佳东

189,682,

429

12.17

%

177,289,

417

173,702,

703

91.58

%

11.15

%

173,702,

703

100%

15,979,

726

10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3128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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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4.59元/股调整为3.51元/股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30,718,953股调整为不超过170,940,169股

一、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1日披露的《港中旅华贸

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华贸物流（母公司报表）共实现的净利润321,054,877.81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243,130,406.38元，减去2018年度分配的股利97,158,708.32元，再提取10%法定盈余

公积金后， 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34,921,088.09元。 公司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1,012,

038,353股为基数，减去截止该议案通过日已回购股份20,622,962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人民币

现金股利0.50元人民币 （含税）， 现金分红金额49,570,769.55元人民币；2019� 年回购股份总金额

56,669,316.85元人民币，加上上述分红49,570,769.55元人民币，合计现金分红106,240,086.40元人

民币；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297,424,61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

309,462,971股。

2018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20,622,962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

配股、质押等权利。 ”据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20,622,962股不参与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差异化分红。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91,

415,391×0.05÷1,012,038,353=0.04898111≈0.049元/股。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991,

415,391×0.3÷1,012,038,353=0.� 29388671≈0.2939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49）÷（1+0.2939）

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8月6日实施完毕。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现对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数量作

如下调整：

（一）调整前

1、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4.59元/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计算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的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股或资

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数。

2、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30,718,953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未超过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的30%。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拟认购金额及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单位：股） 认购金额（单位：元）

1

上海蒸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7,145,969 399,999,997.71

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43,572,984 199,999,996.56

合计 130,718,953 599,999,994.27

若最终发行数量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 则发行对象的认购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二）调整后

1、发行价格

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价格由原来4.59元/股调整为3.51元/

股（向上取两位小数）。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发行价格﹦P1=（P0-D）/（1+N）﹦（4.59-0.049）÷（1+0.2939）=3.5095≈3.51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4.59元/股调整为3.51元/股。

2、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30,718,953股调整为不超过170,940,169股。

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后，各认购对象认购数量调整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单位：股） 认购金额（单位：元）

1

上海蒸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3,960,113 399,999,996.63

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56,980,056 199,999,996.56

合计 170,940,169 599,999,993.19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603128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数相应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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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 、“华贸物流” ）于2020年7月1日披露了《港中

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以

下简称“预披露公告” ），董事、总经理陈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60,000股；副总经理蒋波先生持有

公司股票170,000股；原副总经理蔡显忠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100,000股；原副总经理刘庆武先生持

有公司股票790,000股。陈宇先生拟自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合计减持不超过340,000股，蒋波先生拟自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42,500股，蔡显忠先生拟自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75,000股，刘庆武先生拟自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97,500股。截至本公告日，陈宇先生、蒋波先生、蔡显忠先生、刘庆

武先生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披露的《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公司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1,012,038,353股为基数，减去截止

该议案通过日已回购股份20,622,962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0.50元人民币（含

税）， 现金分红金额49,570,769.55元人民币；2019�年回购股份总金额 56,669,316.85元人民币，加

上上述分红49,570,769.55元人民币，合计现金分红106,240,086.40元人民币；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297,424,61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309,462,971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8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8月6日。 因公司已实施

完毕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陈宇先生持有公司股数变更为1,768,000股；蒋波先生持有公司股数变

更为221,000股；蔡显忠先生持有公司股数变更为1,430,000股；刘庆武先生持有公司股数变更为1,

027,000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可减持股份数量根据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做如下调整：

股东名称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陈宇 不超过：340,000股 不超过：0.0336％ 不超过：442,000股 不超过：0.0338％

蒋波 不超过：42,500股 不超过：0.0042% 不超过：55,250股 不超过：0.0042%

蔡显忠 不超过：275,000股 不超过：0.0272％ 不超过：357,500股 不超过：0.0273％

刘庆武 不超过：197,500股 不超过：0.0195% 不超过：256,750股 不超过：0.0196%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公告编号：

2020-101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十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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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

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公告日）交易29个交易日，

剩余1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美都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6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20年6月2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600175

2、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本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6月29日，退市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 如不考

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0年8月7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

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

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每日的涨跌 幅限制为10%。 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 退市整理期交易期

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公告编号：

2020-102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最

后一个交易日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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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

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 截至2020年8月7日收盘后交易满30个交易日，

2020年8月7日为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美都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6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20年6月2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600175

2、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本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6月29日，退市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 如不考

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0年8月7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

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

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每日的涨跌 幅限制为10%。 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 退市整理期交易期

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

2020-067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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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2020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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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09）。 本次回购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公

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0元/股，回购期限从2020年2月6日至2020年8月5日。 本次回

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6,225,97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6.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122,909,141.52元（含税）。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260,716,36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29日实施完毕，因权益分

派的实施对公司股价进行除权除息，公司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9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3.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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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6）。

2020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价格的议案》，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63.81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12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0年3月9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二）2020年6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114,5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6月12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过户价格为89.22元/股（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公司因

2019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对过户价格进行除权除息，除权除息后的过户价格为63.26元/股，过户股数

转增为160,300股。

2020年8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所持有的1,363,385股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7月31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账户， 过户价格为102.87元/股（含佣金、 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8月4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非交易过户确认书暨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5）。

公司本次回购于2020年8月5日到期，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合计1,

523,6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8%，回购最高价格为116.37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为62.18元/股，回购均

价为101.8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5,046.23万元（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金额

已超过回购方案中回购金额的下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三）本次回购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公司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对照不存在差异情况，公司已按披

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0年2月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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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9）。 经公司内部自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

本公告披露之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回购股份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374,578 0.91 2,374,578 0.9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58,341,783 99.09 258,341,783 99.09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1,523,685 0.58

总股本 260,716,361 100.00 260,716,361 100.0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已全部过户至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账户。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总数为1,523,685股（以根据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转增比例调整），根据《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及董事会相关决议，本次回购股份用作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数量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员工持股计划方案为准。

公司已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600859

证券简称：王府井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暨累计减持

1%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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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北京京

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国瑞基金” ）拟于2020年8月4日至2021年1月29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525,006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为2%。 本次减持前京国瑞基金

持有公司58,217,27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0年8月5日公司收到京国瑞基金发来的 《关于减持所持王

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的告知函》，京国瑞基金于8月4日至8月5日共减持公司7,762,479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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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

展基金（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8,217,279 7.5% 非公开发行取得：58,217,279股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收到京国瑞基金发来的 《关于减持所持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

划的告知函》， 京国瑞基金拟于2020年8月4日至2021年1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

525,006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为2%,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7,762,503股,减持比例不高于公司总股本1%。 本次减持前京国瑞基金持有公司58,217,279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5%，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已于2019年9月16日解除限售。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持股5%以上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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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国瑞国企

改革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7,762,479 1%

2020/8/4～

2020/8/5

集中竞价

交易

55.56-63.88

463,554,

455.36

50,454,

800

6.5%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持股5%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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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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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时间、价

格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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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0-07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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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8月4日、8月5日、8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形。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

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股价异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0年8月3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

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根据国务院2020年7月27日颁布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国发[2020]8号]，为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产

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国家在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人才、知识产权等方面给予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诸多优惠政策，预计将对公司前期投资的鑫晶半导体项目及再生晶圆项目产生积极影响。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内容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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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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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成湘均先生和张凌云

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15,874,893股、121,973,572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8.90%和30.42%；成

湘均先生累计质押股份5,2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4.49%；张凌云先生累计质押股份5,

2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4.26%。

公司于2020年8月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成湘均先生、 张凌云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及成湘均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2020年8月5日，成湘均先生将其原质押给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加银” ）

的7,2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2020年8月6日，成湘均先生将其原质押给华

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10,95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上述解除

质押的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

2020年8月5日， 张凌云先生将其原质押给民生加银的7,2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

除质押手续，上述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0%。

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成湘均 张凌云

本次解质股份（股） 18,150,000 7,2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66% 5.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53% 1.80%

解质时间 2020年8月5日、2020年8月6日 2020年8月5日

持股数量（股） 115,874,893 121,973,572

持股比例 28.90% 30.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5,200,000 5,2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9% 4.2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0% 1.3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解除质押的股份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未来如有

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成湘均 是 520万股

是（首发

限售股）

否

2020年8月

5日

2021年6月

22日

华泰证券

（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

4.49% 1.30%

归还前

期质押

借款

合计 / 520万股 / / / / / 4.49% 1.30% /

2、本次成湘均先生质押的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成湘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凌云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公告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公告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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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成湘均

115,874,

893

28.90%

5,200,

000

5,200,

000

4.49% 1.30%

5,200,

000

0

110,674,

893

0

张凌云

121,973,

572

30.42%

5,200,

000

5,200,

000

4.26% 1.30%

5,200,

000

0

116,773,

572

0

合计

237,848,

465

59.31%

10,400,

000

10,400,

000

4.37% 2.59%

10,400,

000

0

227,448,

465

0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