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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员工跟投房地产

项目公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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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员工跟投房地产项目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于2019年2月2日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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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号）。 为方便投资者进一步理解，结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修订《公

司员工跟投房地产项目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详细情况如下：

原条款 补充修订后条款

第七条 跟投员工分为必须跟投人和自愿跟投人。

跟投员工分为必须跟投人和自愿跟投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所

控制或者委托的组织， 或者与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不得作为跟

投人。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

订亦同，并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

订亦同，并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本次修

订前的员工跟投房地产项目依照修订前办

法实施， 本次修订后的员工跟投房地产项

目按照修订后办法实施。

本办法修订前，董监高已实施的员工跟投房地产项目按照修订前办法继续实施，并按照本办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退出。 本办法修订后，董监高不再跟投新增房

地产项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25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2019-009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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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19年2月14日，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市政集团” ）51%股权转让项目尚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该项目将按照10个工作日为一

个周期延长信息发布日期至2019年2月28日。

●市政集团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拟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导致

其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项目延长发布日期，能否在公开征集期内征集到意向投资者尚存在不

确定性。

2018年12月28日，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诚资本” ）将

市政集团51%股权转让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转让信息正式披露， 于2018年

12月29日起正式公告，披露时间为20个工作日，信息披露截止日为2019年1月28日。 截至

2019年1月28日，尚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按照10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信息发布日期

至2019年2月14日。 详见公司临2018-126号、2019-008号公告。

2019年2月14日，公司收到津诚资本出具的《关于市政建设集团产权转让项目在天津

产权交易中心交易进展情况的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函件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如下：

“市政建设集团51%股权转让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转让信息正式披露，

截止2019年2月14日，尚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按照10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信息发布

日期至2019年2月28日。 ”

市政集团51%股权转让项目具体信息详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市政集团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拟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导致

其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次股权转让项目延长发布日期，能否在公开征集期内征集到意向投资者尚存在不

确定性。

3、公司将密切关注市政集团混改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9-003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3日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共向符合条件的489名激励对象授予2,461万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本次授予完成后， 公司新增股份数量为2,461万

股，公司总股本由原89,624.1132万股相应增至92,085.1132万股，需相应变更注册资本。公

司于2019年2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05897

名称：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天路77号

法定代表人：常世平

注册资本：玖亿贰仟零捌拾伍万壹仟壹佰叁拾贰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营业期限：1996年12月0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模具设计、制造；冲压件加工、铆焊加工；汽车车身及其工艺装备设计、制造；

航空航天产品零部件、工装及地面保障设备设计与制造；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计算机

应用服务；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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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9-009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内容：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

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商贸” ）计划于2018年8月7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100万股，不高于50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

告编号：临2018-079）。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9年2月11日收盘，科达商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1,063,2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交易金额合计21,729,780.92元。

科达商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于2019年2月11日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2、本次增持前，科达商贸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65,081,106股,� 占公司总股本714,796,449股的

23.09%。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中小

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100万股，不高于500万股；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科达商贸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

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的实施方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6、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8月7日起6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

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7、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在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科达商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1,063,2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累计成交金额21,729,780.92元。

增持计划实施前，科达商贸持有公司股份165,081,1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9%；增持完成后，

截止2019年2月11日收盘,�科达商贸持有公司股份166,144,337股，占公司总股本23.24%。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增持期间，科达商贸累计增持1,063,231股，在增持计划承诺的增持数量范围内，科达商贸严格履

行了承诺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19-006

证券代码：

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

2019-006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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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A股股票 （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A）连续3个交易日内（2019年2月12日、2月13日、2月14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对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

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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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重大信息；

3、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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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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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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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于2019年1月3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588

证券简称：用友网络 �公告编号：

2019-01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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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减持计划前，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益倍” ）持有用友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87,21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9%。 公

司已披露上海益倍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详见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

2018-059））和减持进展公告（详见《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临2018-087））

●上海益倍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期间已届满，上海益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3,300,000份股，减持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3,919,5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38%。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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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其他股东：发起人

股东

87,219,500 4.59%

IPO前取得：87,219,500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发起人股份及发行上

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及现金增持方式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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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益倍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3,300,

000

0.17%

2018/9/11

～

2019/2/13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5.06－

26.61

86,967,

290.48

未完成：

3,700,

000股

83,919,

500

4.38%

注： 减持计划披露后， 因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和注销回购股份， 当前公司总股本为1,

917,481,933股。 减持比例为累计减持数量与当前公司总股本之间的比例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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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市场发生变化，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达到最低减持数量。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2/15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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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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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矿冶分公司钼炉料产品

部湿法制酸分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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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下午，公司矿冶分公司钼炉料产品部湿法制酸分厂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事故伤

员经送医院救治后确认1人死亡，1人轻伤，2人轻微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过程中。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本次事故为一般事故。

一、钼炉料产品部基本情况

公司钼炉料产品部位于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生产工艺流程为预处理钼精矿、焙烧钼精矿、烟气

处理、钼铁冶炼，主要产品为焙烧钼精矿、钼铁和硫酸。 焙烧系统由两台多膛炉、两台内热式回转窑构成，

生产焙烧钼精矿4万吨/年；钼铁生产线具备2万吨/年产能；硫酸生产系统由两条20万吨/年生产线和一

条5.4万吨/年湿法制酸生产线构成。

二、事件进展状况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积极组织救援，并按照相关规定与程序向有关部门及时作了

报告。当日，渭南市华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公司钼炉料产品部下达了《强制措施决定书》（渭华安

监管强措[2019]第（工矿001）号）。 按照要求钼炉料产品部分别于2月12日安排湿法制酸生产线和两台

内热式回转窑停产，2月13日安排一台多膛炉停产，其余生产线正常运行。 目前，公司正会同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和善后处理，并将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管理与监督，以有效杜

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故为一般事故，对公司当期生产经营及损益影响不大。 预计事故整改能够在本月底完成，具

体恢复正常生产时间将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事故调查情况及验收审批时间为准。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本次事故调查处理进展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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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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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9-00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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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9年1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哈

弗

哈弗H2 5,046

10,

390

-51.43 5,046 10,390 -51.43 5,007 9,262 -45.94 5,007 9,262 -45.94

哈弗H4 1,595 ——— ——— 1,595 ——— ——— 1,577 ——— ——— 1,577 ——— ———

哈弗H6

45,

034

59,

133

-23.84 45,034 59,133 -23.84 44,715 53,352 -16.19 44,715 53,352 -16.19

哈弗H9 824 1,918 -57.04 824 1,918 -57.04 994 1,850 -46.27 994 1,850 -46.27

哈弗M6

12,

074

3,877 211.43 12,074 3,877 211.43 11,966 3,981 200.58 11,966 3,981 200.58

哈弗F5 5,068 ——— ——— 5,068 ——— ——— 5,113 ——— ——— 5,113 ——— ———

哈弗F7

15,

057

——— ——— 15,057 ——— ——— 14,935 ——— ——— 14,935 ——— ———

哈弗其他

车型

1,454 3,141 -53.71 1,454 3,141 -53.71 1,457 3,618 -59.73 1,457 3,618 -59.73

哈弗小计

86,

152

78,

459

9.81 86,152 78,459 9.81 85,764 72,063 19.01 85,764 72,063 19.01

WE

Y

VV5 2,098

10,

239

-79.51 2,098 10,239 -79.51 2,199 10,028 -78.07 2,199 10,028 -78.07

VV6 5,805 ——— ——— 5,805 ——— ——— 5,871 ——— ——— 5,871 ——— ———

VV7 2,044

10,

050

-79.66 2,044 10,050 -79.66 2,112 10,030 -78.94 2,112 10,030 -78.94

P8* 220 ——— ——— 220 ——— ——— 226 ——— ——— 226 ——— ———

WEY小计

10,

167

20,

289

-49.89 10,167 20,289 -49.89 10,408 20,058 -48.11 10,408 20,058 -48.11

SUV合计

96,

319

98,

748

-2.46 96,319 98,748 -2.46 96,172 92,121 4.40 96,172 92,121 4.40

长

城

风骏

11,

464

11,

023

4.00 11,464 11,023 4.00 12,000 13,142 -8.69 12,000 13,142 -8.69

长城C30 147 269 -45.35 147 269 -45.35 235 183 28.42 235 183 28.42

欧

拉

欧拉R1* 1,749 ——— ——— 1,749 ——— ——— 1,751 ——— ——— 1,751 ——— ———

欧拉iQ* 2,036 ——— ——— 2,036 ——— ——— 2,049 ——— ——— 2,049 ——— ———

欧拉小计 3,785 ——— ——— 3,785 ——— ——— 3,800 ——— ——— 3,800 ——— ———

总计

111,

715

110,

040

1.52 111,715

110,

040

1.52

112,

207

105,

446

6.41 112,207

105,

446

6.41

其中：出口 3,753 3,489 7.57 3,753 3,489 7.57 ——— ——— ——— ——— ——— ———

注：哈弗其他车型包含：哈弗H1、哈弗H5、哈弗H7、哈弗H8；

*为新能源车型。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

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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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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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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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89,18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2月2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核准情况：2016年1月29日，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90号）文，该文核准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2月19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4、限售股锁定期安排：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限售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锁定期 股份锁定期说明 锁定期延长说明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

司

36个月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

而取得上市公司股

份， 且特定对象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通

威股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本次交易发行价，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本次交易发行价

的，通威集团、成都信德本次交

易所取得的通威股份股票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双良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星长城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皖江（芜湖）物流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上海金象富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洪鑫源实

业有限公司、舟山新俊逸陆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欧擎一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泓

源合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乐山川永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市全顺汽车有限公司、四川盛远泰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唐光跃、禚玉娇、冯德志、

王晋宏、陈星宇、廖岚、周斌、周宗华、徐洪

涛、裘杰、易正义、李斌、汪云清、伍昭化、

赖永斌、梁进、耿鸣、单昱林、孙群、汪梦

德、马培林、唐红军、石敬仁、孙德越、彭

辉、李艳、段雍、徐文新、徐晓等44名交易

对手

12个月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

而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

注：上述限售股东所持限售股份，除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以外，

其余已于2017年2月20日解禁上市。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 根据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公司以总股本1,055,434,5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含

税），送红股0.6股（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以上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2016年5月19日实施完毕，公司的总股本由1,055,434,512股变更为

2,110,869,024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限售股同比例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原限售股数 2015年利润分配实施后限售股数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88,133,021 176,266,042

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司 361,570 723,140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6,857,997 73,715,994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22,612,268 45,224,536

北京星长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2,662,870 25,325,740

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2,261,226 4,522,452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688,171 15,376,342

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3,617,962 7,235,924

皖江（芜湖）物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783,680 13,567,360

上海金象富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22,453 9,044,906

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4,522,453 9,044,906

舟山新俊逸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22,453 9,044,906

上海欧擎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61,226 4,522,452

宁波泓源合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61,226 4,522,452

乐山川永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1,000,206 22,000,412

江阴市全顺汽车有限公司 1,922,042 3,844,084

四川盛远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356,736 2,713,472

唐光跃 678,368 1,356,736

禚玉娇 452,245 904,490

冯德志 452,245 904,490

王晋宏 360,168 720,336

陈星宇 633,143 1,266,286

廖岚 266,824 533,648

周斌 180,898 361,796

周宗华 429,633 859,266

徐洪涛 113,061 226,122

裘杰 113,061 226,122

易正义 452,245 904,490

李斌 497,469 994,938

汪云清 452,245 904,490

伍昭化 226,122 452,244

赖永斌 67,836 135,672

梁进 113,061 226,122

耿鸣 689,674 1,379,348

单昱林 915,796 1,831,592

孙群 526,055 1,052,110

汪梦德 2,546,141 5,092,282

马培林 2,261,226 4,522,452

唐红军 2,261,226 4,522,452

石敬仁 4,522,453 9,044,906

孙德越 2,261,226 4,522,452

彭辉 1,922,042 3,844,084

李艳 226,122 452,244

段雍 452,245 904,490

徐文新 452,245 904,490

徐晓 452,245 904,490

合计 238,324,880 476,649,760

2、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90号《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公司于2016年6月以非公开发行方

式向8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350,262,69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配套资金，并于2016

年6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新增股份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2,110,869,024股变更为2,461,131,721股。

3、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054号《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公司于2016年9月完成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100%股权）过户,并于2016年10

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新增股份922,901,629股

的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2,461,131,721股变更为3,384,033,350股。

4、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054号《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2016年12月，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向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498,338,870股募集配套资金, 并于2016年12月28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新增股份498,338,870股的登记手续。 公司总

股本由3,384,033,350股变更为3,882,372,22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

自取得之日起36个月之内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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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就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通威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2、 通威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

承诺；

3、通威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中信建投对通威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6,989,182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2月20日。

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流通前持有

的限售股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1,099,167,671 176,266,042 922,901,629

2 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司 723,140 723,140 0

合计 1,099,890,811 176,989,182 922,9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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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099,890,811 -176,989,182 922,901,629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3、其他 0 0 0

4、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99,890,811 -176,989,182 922,901,629

无限售流通

股份

A股 2,782,481,409 176,989,182 2,959,470,59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782,481,409 176,989,182 2,959,470,591

股份总额 3,882,372,220 0 3,882,372,22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07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562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385%；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2019年2月18日；

3、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

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7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5625万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0.0385%，具体内容如下：

一、 公司目前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一） 主要内容

1、授予给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

2、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1月21日，上市日期为2015年2月16日；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1月4日，上市日期为2016年2月15日；

3、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86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405万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

共28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64万股。 激励对象均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

4、首次授予价格为15.16元/股，预留部分授予价格为21.25元/股；

5、激励模式：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12个月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

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不得转让；锁定期满后为解锁期，若达到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依照30%、40%、30%的比例申请解锁。

（二）实施情况

1、2014年9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首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随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

申请备案材料。

2、2014年10月31日，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材料经中国

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5年1月13日，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杭州老

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杭

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4、2015年1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1

月21日，授予87名激励对象40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5.16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43

万股。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离职。因此公司激励计划实际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07万股减少到405万股，授予对象由87人减少到86人。

5、2015年2月13日，公司完成了《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所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6、2015年5月5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324,0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2015年5月14日，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实施完毕，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05万股调整至607.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3万股

调整至64.5万股。

7、2016年1月4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1月4日，授

予29名激励对象64.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1.25元/股。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离职。因此公司激励计划实际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4.5万股减少到64万股，授予对象由29人减少到28人。

8、2016年1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

的议案》，对符合解锁条件的86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2.25万股，剩余未解

锁数量425.25万股。

9、2016年2月5日，公司完成了《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所涉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10、2016年4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因1

名激励对象离职， 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10,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11、2016年5月5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6,704,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2016年6月2日，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毕，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07.5万股调整至911.25万股，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424.2万股调整至636.3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4万股调整至96万股。

12、2017年1月23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因

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不合格，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31,500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

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首次授

予第二个解锁期对符合解锁条件的84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1.8万股， 剩余

未解锁数量271.35万股。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对符合解锁条件的28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28.8万股，剩余未解锁数量67.2万股。

13、2017年4月20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总股本730,025,2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14、2017年4月26日， 公司完成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31,500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5、2017年5月10日， 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911.25万股调整至1,184.625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71.35万股调整至

352.75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6万股调整至124.8万股，剩余未解锁预留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67.2万股调整至87.36万股。

16、2018年2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

对符合解锁条件的84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2.755万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全部已解锁。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对符合解锁条件的28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49.92万股，剩余未解锁数量37.44万股。

17、2018年8月22日， 公司分别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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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8、2018年12月29日， 公司完成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8,775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9、2019年1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

案》，对符合解锁条件的27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36.5625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已全部解锁。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说明

（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自2016年1月4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起12个月为锁定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公司可申请解锁所获总量的30%。

公司确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1月4日， 上市日为2016年2月15日，截

至2019年2月15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

（二）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说明

序号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说明

1

（一）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 满足解锁

条件。

3

（三）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业绩条件需满

足： 相比2013年，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0%，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0%。 其中 “净利润增长率” 与

“净资产收益率” 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1、相比2013年，公司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

为267.69%，净资产收益率为30.47%（以上

净资产收益率为2017年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数据来源于2018年4月10日披露

的《公司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

2、公司2013年-2015年平均及2017年

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59,684.18�万元、146,121.35万元；公司

2013年-2015年平均及2017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58,572.74万元、140,644.85万元。

（后附2013-2017年净利润情况）

综上，满足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

4

（四）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的绩

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

激励对象在申请解锁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的两次绩

效考核结果均至少达到B等及以上， 方可全部解锁当

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若激励对象在申请解锁的前一

个会计年度中的两次绩效考核一次或两次成绩为C

等， 则激励对象的当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后注销。

公司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共28名激励对

象，除1名激励对象阳国军因离职已由公司

回购注销其限制性股票外， 其余27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均为B等及以上。

单位：万元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3-2015年

平均值

2016年 2017年

净利润 38,563.23 57,440.19 83,049.12 59,684.18 120,683.39 146,121.35

扣非净利润 38,251.41 55,722.74 81,744.08 58,572.74 114,713.03 140,644.85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涉及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已达成， 同意达到考核要求的27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为36.5625

万股。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2019年2月18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562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385%。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7人。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激励对象

首次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注1）

已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已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注2）

本期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业务（技术）人员（27

人）

124.8 87.36 0.8775 36.5625

注1：2016年5月26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6元人民币现金；

每10股转增5股）；2017年5月10日，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5元人

民币；每10股转增3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步实施了转增。

注2：2018年8月22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鉴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阳国军因个人原因离职， 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

775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并上市流通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88,894 1.5267% -365,625 14,123,269 1.4882%

02股权激励限售股 365,625 0.0385% -365,625

04高管锁定股 14,123,269 1.4882% 14,123,269 1.488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34,535,156 98.4733% +365,625 934,900,781 98.5118%

三、股份总数 949,024,050 100.0000% 949,024,050 100.0000%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