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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21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20-063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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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财富” ）持有湖南新五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 或“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1,792,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

截至 2020�年 10月 20�日，高新财富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3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40%。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1、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湖南新五

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高新财富拟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39,160,534�股(占新五丰总股本比例 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合计不超过 13,053,511�股，即不超过新五丰总股本的 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26,

107,023�股，即不超过新五丰总股本的 4%。 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新五丰股份总数的 1%，即不超过 6,526,700�股；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新五丰股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 13,053,511�股。

2、公司于 2020�年 7�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湖南新五丰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7）。 高新财富于

2020�年 6�月 22�日至 2020�年 7�月 21�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6,526,700�股， 减持数

量已达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过半。 高新财富尚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公司于 2020�年8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湖南新五丰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0）。 高新财富于 2020�

年 6�月 22�日至 2020�年 7�月 21�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6,526,700�股， 高新财富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时间过半。 高新财富尚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4、公司于 2020�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湖南新五丰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8）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高新财富于 2020�年 6月 22�日至 2020�年 9�月29�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新五丰股票 9,181,1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高新财富持有新五丰 32,

611,000股，占新五丰总股本的 4.99651%，减持公司股份已至 5%以下，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0�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高新财富的通知，截至 2020�年 10�月 20�日，高新财富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共减持 13,053,400�股，占新五丰总股本的 2%。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但集中竞价减持

已实施完毕。 高新财富尚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新五丰股份。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减持结果情况

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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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41,792,100 6.40%

非公开发行取得：41,792,

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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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湖南高新创投

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13,053,

400

2%

2020/6/22

～

2020/10/20

集中竞

价交易

8.40 －

11.34

124,229,

619

已完成

28,738,

700

4.4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0/21

证券代码：

300617

证券简称：安靠智电 公告编号：

2020-105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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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等，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726

证券简称：宏达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54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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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9日，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193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2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2020年10月19日，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敬

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529

证券简称：健帆生物 公告编号：

2020-103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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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0日，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

况，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2020年10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589

证券简称：江龙船艇 公告编号：

2020-070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763

证券简称

:

锦浪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18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同时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709

证券简称：精研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52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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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727

证券简称：润禾材料 公告编号：

2020-050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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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禾材料” 、“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润禾材料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

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508

证券简称：维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3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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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书面签署形成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且当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

2020-105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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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10月21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837

证券简称：浙矿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8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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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10

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