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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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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萤火虫” ） 因业务拓展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的授信人民币2,000万

元，董事会同意为该笔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签署

具体担保协议等文件。 此次担保期限为1年，具体起止时间以银行担保合同为准。 授权期间，上述担保额

度可循环使用。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涉及的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2月27日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五街200号5号5楼

法定代表人：张鹏

注册资本：105.263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技术的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公司间接持有成都萤火虫100%股权。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成都萤火虫的资产总额为4,942.78万元， 负债总额为

406.79万元，净资产为4,535.98万元，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为3,913.81万元，利润总额为2,551.64万元，

实现净利润为2,556.5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成都萤火虫的资产总额为5,856.69万元， 负债总额为

351.38万元，净资产为5,505.31万元，2019年1-3月营业收入为1,279.49万元，利润总额为969.33万元，

实现净利润为969.3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成都萤火虫提供担保的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已经获批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42,000

万元（包括本次担保额度，本次实际担保额度以具体签署合同为准），实际发生的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0

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7.23%。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五、相关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为推进辐射西南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成都建立全国研发中心西南区总部的议案》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成都萤火虫业务拓展向银行申请授信事项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

担保。成都萤火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因此，经审慎研究，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签署担保协议等文

件。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程序合法有效。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有助于其业务拓展，风险可控，符合本公司的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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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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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以现场及

电话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董事9名，实际参与董事9名。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长王双义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在成都建立全国研发中心西南区总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推进辐射西南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未来根据实

际业务发展情况，择机在成都建立全国研发中心西南区总部。

2、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萤火虫” ）业务拓展向银行申

请授信事项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成都萤火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风险可

控。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经审慎研究，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签署担保协议等文件。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参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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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

上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变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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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控股” ）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解除质押情况的通知，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要求，对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9月7日，巨龙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合计64,710,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详见公司《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质

押及解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95）。

2019年4月18日，巨龙控股将其所持有的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权办理了部分购回业务，并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的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巨龙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票117,631,7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8%，其中质押股份

数量为117，628，653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6.38%。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部分购回交易委托书。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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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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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在廊坊市开发

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10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4名， 代表股份2,818,521,7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21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名，代表股份2,728,977,18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76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8名，代表股份89,544,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59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47

名，代表股份98,949,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四期进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19,0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8,946,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

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四期提供差额支付及截留补足承诺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19,0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8,946,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

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员办理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四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19,0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8,946,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

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廊坊市荣图盛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8,601,3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80％；反对9,919,84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0％； 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028,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42％； 反对9,919,8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252％；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8,601,3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80％；反对9,919,84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0％； 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028,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42％； 反对9,919,8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252％；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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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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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9年4月1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 ）通知，荣盛控

股于4月18日将其持有并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69,000,000�股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

截至2019年4月18日，荣盛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1,550,000,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5%，其所

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为1,055,392,97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8.09%。

截至2019年4月18日，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耿建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2,710,000,17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2.33%， 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为1,469,

392,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79%，占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4.22%。

备查文件：

1、《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2、《第一创业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清单》。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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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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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28,044,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韵达股份” ）于2018年1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40号），据此

公司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国寿资产-PIPE价值精选1701集合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工银资管（全

球） 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7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8,495,438股募集资

金，并于2018年4月23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1,217,253,67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

为1,315,749,116股。

2018年7月20日，公司完成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上市，向288名激励对象发行限制性股

票1,804,000股，公司总股本由1,315,749,116股变为1,317,553,116股。

2018年8月6日，公司完成了第一期股权激励部分股份回购注销的事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共

涉及6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1,903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数由1,317,553,116股变为1,317,511,213股。

2018年8月16日，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1,317,511,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2.3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由1,317,511,

213股变为1,712,764,576股，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股数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变更为128,

044,07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712,764,576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首发后限售股、高管

锁定股及股权激励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400,383,6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76%。上述七位发行对象合

计持有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8,044,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8%，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26,163,522

2 国寿资产-PIPE价值精选1701集合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16,352,201

3 平安资产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 16,352,201

4 工银资管（全球）有限公司 13,081,761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81,761

6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984,473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028,151

合计 128,044,07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七位非公开发行对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国寿资产-PIPE价值精选1701集合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

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工银资管（全球）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其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1、本公司同意自韵达股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认购的股份， 并委托韵达股份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本公司

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 以保证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

2、本公司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

出交易，本公司将授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3、本公司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以上承诺，现说明如下：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2018年4月23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截至2019年

4月22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承诺期已届满。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28,044,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投资者为7名（涉及持股股东账户共29个）。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中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05L-FH002深

26,163,522 26,163,522

2

国寿资产-PIPE价值精选1701集合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国寿资产－工商银行－国寿资产－PIPE价值精选1701集

合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16,352,201 16,352,201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2,754,717 12,754,71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七组合 327,044 327,0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59,748 359,74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99,999 1,299,99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61,634 261,634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8,182 1,308,18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金融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327,044 327,0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300指数研究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522 163,522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4,087 654,0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65,408 65,40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4,276 124,27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981,131 981,1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08,181 1,308,1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研究增强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816 130,816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621,383 621,3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77,836 77,8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3,522 163,522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嘉实基

金公司混合型组合

981,131 981,131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嘉实基

金股票型组合

1,118,490 1,118,490

小计 ——— 23,028,151 23,028,151

4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70,441 3,270,4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081,760 13,081,76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03,020 703,02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2,812,083 2,812,083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林宁星 117,169 117,169

小计 ——— 19,984,473 19,984,473

5 平安资产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 16,352,201 16,352,201

6 工银资管（全球）有限公司 工银亚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13,081,761 13,081,761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千金217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13,081,761 13,081,761

合计 128,044,070 128,044,070

5、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发行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发行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

2、发行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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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信证券对韵达股份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解禁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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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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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1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5名关联董事均回避

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8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真

实有效，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 符合公允性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无异议。 预计关联交易标的按市场原则定价，符合公司实际，未对中

小投资者造成损害。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5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2018年全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1585万元，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总额364.58万元，为预计数额的23.00%。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3500万元， 超过董事会审议范围，《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股东大会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中玮投资合伙企业、徐建国、陈寅镐、袁少岚。

（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8年度预计发生金

额

2018年度实际发生

额 完成比率%

白云建设 接受劳务

建设

工程施工

市场价格 1000 97.77 9.778

白云山庄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50 0 0

白云大酒店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10 0 0

白云宾馆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10 3.58 35.8

黎东茶业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 0 0

白云艺术村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10 2.2 22.00

大齐机械 购买设备

采购

五金商品

市场价格 50 5.68 11.36

奥翔药业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400 215.73 53.93

华颀安全 接受劳务 中介服务 市场价格 50 39.62 79.24

小计 1585 364.58 23.00

（三）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9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2018年度实际发生额

白云建设 接受劳务

建设

工程施工

市场价格 3000 97.77

白云山庄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50 0.00

白云大酒店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5 0.00

白云宾馆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5 3.58

白云艺术村 接受劳务 业务招待 市场价格 10 2.2

大齐机械 购买设备

采购

五金商品

市场价格 50 5.68

奥翔药业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300 215.73

华颀安全 接受劳务 中介服务 市场价格 80 39.62

小计 3500 364.58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关联人名称：白云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年9月29日

法定代表人：吕伯安

住所：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181号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牧草杂交狼尾草、草种； 环境工程设计、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城市园

林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城市道路照明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园

林古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桥梁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桩基工程施工、地基基础工程、体育场地设施的施工

及工程设计、矿山覆绿工程（以上范围凭资质经营）；机械租赁；消防技术咨询、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水电机械设备安装；销售：消防器材、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花岗岩石材墓料、石雕工艺品；自有房屋出租；生产销售：草制品。

（2）关联人名称：浙江新昌白云山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年10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吴刚

住所：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西路115号

主营业务：经营：宾馆；餐饮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零售：预包装

食品、卷烟、雪茄烟。 销售：日用百货，商品服务；收购：食用农产品（蔬菜、水果、坚果、茶叶、肉类、蛋类、水产品）

（3）关联方名称：绍兴市上虞白云宾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10月25日

法定代表人：王亚明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营业务：餐饮服务：大型餐馆（中餐类制售：含凉菜，不含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蛋糕）；预包装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旅店、

浴室（含浴池）、桑拿中心服务。（以上凭许可证经营）；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会务服务、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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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联方名称：新昌县白云大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年7月18日

法定代表人：吴刚

住所：新昌县七星街道沿江中路8号

主营业务：宾馆、茶座；零售：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

制售；零售：卷烟、雪茄烟、日用百货。

（5）关联人名称：浙江大齐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12日

法定代表人：陈菊英

住所：新昌县羽林街道新岩路3号。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石化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制冷设备及配件、法兰、金属制品、五金配件、环保设备及配件、液压油缸、紧

固件、液压零部件、标准件、非标准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关联人名称：新昌县白云文化艺术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5月11日

法定代表人：郑文科

住所：新昌县人民西路164号1-3幢

主营业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展览展示服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茶室服务；销售：食

用农产品（毛茶）、花卉、古玩、艺术品、字画（以上不含文物）、金属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文教用品；票务服务、

旅游信息咨询、代订客房；音乐、美术、书法、语言、舞蹈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除外）。

（7）关联人名称：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4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郑志国

住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

主营业务：原料药、片剂制造(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有机中间体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医药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及其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医药化工产品技术研究、咨询服务。

（8）关联人名称：浙江华颀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福利

注册资本：1000万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926号1幢（莫干山国家高新

区）

主营业务：安全生产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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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白云建设法定代表人吕伯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建国的妹夫，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情形；新

昌白云山庄是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情形；白云宾馆是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情形；白云大酒店是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情形；白云艺术村是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情形；大齐机械法定代表人陈菊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寅镐的姐姐，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四款规定的关

联情形；奥翔药业是公司独立董事张福利在该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情形；浙

江华颀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独立董事张福利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

的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公司与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具体由双方根据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子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

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并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和市场选择行为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全部交易是

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的市场化行为，交易价格公允，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损

害非关联股东。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2019年度关联交易符合实际经营需求，遵循了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的

正常运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子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

据，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子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预计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是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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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保荐机构对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无异议。

4、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65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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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6,409,9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387%；

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4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达新材” ）于2018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盛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2号），公司已就核准情况于2018年3月17日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根据上述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文件，公司向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2018年4月9日更名为成都必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 ）原股东盛杰等32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10,332,18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33,813,400元。

2018年4月1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办理完成了本次发

行的10,332,187股股份。 2018年4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见本公告“二、（四）股份锁定承诺” 。

截至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申请日，公司最新总股本为252,492,921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3,981,932股，占公

司最新总股本的比例为9.50%。

二、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必控科技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盛杰先生作出如下承诺：

“1、在为必控科技及其子公司服务期间，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康达新材、必

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若发生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与

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

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康达新材及康达

新材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2、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杜绝非法占用康达新材、必控科技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向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本人将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

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康达新材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人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如出现因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

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盛杰先生及交易对方中的关键人员签署了

《关于竞业限制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未经必控科技同意，本人在必控科技及其子公司任职期间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必控科技、必控

科技及其下属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之业务或与必控科技、 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

企业，亦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

之业务或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业务，无论是自营、与他人合作经营或者为

他人经营。

2、未经必控科技事前书面同意，在为必控科技及其子公司服务期间，本人不在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

属公司经营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的其他公司、企业、单位内担任任何职务，包括但不限于，显名或隐名股东、

显名或隐名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等，及为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

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的其他公司、企业、单位提供任何有偿或无偿服务。

3、不论因何种原因从必控科技离职，本人自离职之日起后2年内（以下简称“竞业限制期” ，即自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

计算，到劳动关系解除2年后的次日止）都不得到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有竞争或利益冲突关系的

单位就职，包括但不限于，显名或隐名股东、显名或隐名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等，亦不得为该等单

位提供（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有偿或无偿的服务。必控科技所确定的竞业限制的竞争对手为在中国境内所有从事滤波器

及滤波组件、电源滤波模块、电磁兼容与测试系统及解决方案、电源模块、电源组件相关业务的公司、组织及个人，且不限于

上述公司、组织及个人及其股东投资的或具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公司、组织或个人，所谓关联关系的公司、组织或个人包括通

过劳务派遣、咨询、承包、顾问、指导等方式为上述公司提供服务或合作的公司、组织或个人。

4、在竞业限制期内，本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有直接或

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之业务或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企业，亦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之业务或与必控科技、必控科

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业务，无论是自营、为他人经营、与他人合作经营。

5、本人在为必控科技及其子公司服务期间及竞业限制期内，本人不得劝说、利诱必控科技或其子公司其它员工从必控

科技或其子公司离职到其它公司任职， 不得抢夺必控科技、 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的客户以及引诱其他职员离

职。 否则应赔偿由此为必控科技、必控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承担其它相关法律责任。

本人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如出现因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

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三）业绩及补偿承诺

根据本公司与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必控科技业

绩补偿义务人就业绩及补偿承诺如下：

1、业绩承诺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必控科技2017年、2018年、2019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承诺净利润 2,600.00 3,400.00 4,600.00

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必控科技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10,600

万元。

2、补偿安排

（1）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业绩承诺期内，康达新材进行年度审计时，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当年度实

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简称“《专项审核意见》” ）。

必控科技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2）利润补偿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必控科技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未

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但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90%（含90%）（即达到9,540万元），则业绩补偿义务人无需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

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

未达累计承诺净利润的90%（不含90%）（即未达到9,540万元），在业绩承诺期满时，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各自承担

的补偿义务比例各自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在各自补偿金额内，补偿方式优先为股份补偿，若在本次交易中业绩补偿义务

人各自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的，则补偿义务人各方不足部分由各方以现金补偿；业绩补偿义务人各方补偿额以业绩补偿义

务人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扣除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后的金额为限（即业绩补

偿义务人各方补偿额≤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

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

①股份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满时，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如需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有权在业绩承诺期满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日起60日内以1元的总价格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以进行补偿，承诺期

满时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必控科技68.1546%股份的交易价格/

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股份补偿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分配现金股利的，该等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各方确认，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康达新材股份的数量，业绩补偿义务

人补偿股份数量总量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康达新材股份的总量。

②现金补偿

若业绩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数不足补偿， 则不足部分由业绩补偿义务人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现金补

偿，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在业绩承诺期满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日起60日内将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现金

支付至上市公司届时指定的银行账户。 应补偿的现金数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数=（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必控科技68.1546%股份的交易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无论如何， 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总计不超过业绩补偿方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总额扣除业绩补偿方在

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后的金额。

3、实际完成情况

（1）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成都必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68.1546%股权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经审计的必控科技2017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891.36万元，2017年度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2）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成都必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68.1546%股权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经审计的必控科技2018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248.50万元。

必控科技2017-2018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为6,139.86万元， 两年累计完

成业绩承诺比例为102.33%，2018年度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四）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股份锁定要求以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购买资产协

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期安排如下：

1、业绩补偿义务人

本次交易必控科技交易对方中的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

“1、如至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在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其持续持有必控科技股份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康达新材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发生《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

事宜，则应按该协议约定进行回购。 本次交易完成后，因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

定。 同时，其所持上述股份在前述限售期届满后按下列数量解锁：

可解锁股份数=尚未解锁股份数-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应当予以补偿的股份数

2、至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在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其持续持有必控科技股份的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

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康达新材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在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同时，其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康达新材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分三期解锁，解锁时间分别为康达新材2017年、2018年、2019年

每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个月内；如发生《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宜，则应按该协议

约定进行回购。本次交易完成后，因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同时，其所持上述

股份在前述限售期届满后按下列数量解锁：

（1） 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必控科技2017年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

润）

（2） 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必控科技2018年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

润）

（3）第三期可解锁股份数=剩余尚未解锁股份数-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应当予以补偿的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必控科技2017年和2018年实际净利润将考虑股份支付加速行权调整事项（必控科技因为本次交易而实

施股份支付加速行权，使得原本应当于2018年确认的费用641,250元将于2017年进行确认。 在计算上述公式时，计算2017

年实际净利润时将扣除费用641,250元，计算2018年实际净利润时将加上费用641,250元）。

上述股份解除锁定时需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中国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

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进行调整的，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进行调整。 ”

2、非业绩补偿义务人

本次交易必控科技交易对方中的非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在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其持续持有必控科技股份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康达新材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至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在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其持续持有必

控科技股份的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康达新材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因康达新材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

本次交易必控科技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必控股份均超过12个月，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康达新材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即可。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五）关键人员的竞业限制义务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必控科技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盛杰先生及交易对方中的关键人员刘志

远、李成惠、龙成国、李东、曾文钦、佟子枫、范凯、韩炳刚、徐珮璟、刘国洪、陈霞、刘东、徐兵、刘家沛、袁永川、刘道德签署了

《关于竞业限制的承诺函》。

上述必控科技交易对方中的关键人员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内保持在必控科技的任职关系稳定；其在

必控科技及其子公司工作期间及离职之日起2年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受聘或经营任何与康达新材、必控

科技及其下属公司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之公司及业务，不得从事滤波器及滤波组件、电源滤波模块、电磁兼

容与测试系统及解决方案、电源模块、电源组件相关业务并严守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商业秘密，在离职后不得

直接或间接劝诱必控科技的雇员离职。 前述人员应与必控科技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上述必控科技交易对方中的关键人员中任何一人违反上述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的约定， 则其因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

归康达新材所有，违约方应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30日内将其所得支付给康达新材。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各方其他关于本次资产重组的承诺

1、交易对方关于标的资产权属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盛杰承诺：

“（1）本人已经依法对必控科技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当承

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2）本人合法持有必控科技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份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 本人所持1,500

万股必控科技股份为保障必控科技的正常经营活动获得银行借款而提供反担保和担保处于质押状态， 本人保证质押的1,

500万股股份将在实施交割时予以解除。 除上述质押情形外，本人持有的其他必控科技股权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

权利，本人持有的必控科技股权亦不存在被执法部门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不存在任何正在进

行或潜在的影响本人转让必控科技股权的诉讼、仲裁或纠纷；同时，本人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该股权登记至康达新材名下。

（3）除已经公开披露的情况外，在本人与必控科技签署的协议生效并执行完毕之前，本人保证不就本人所持必控科技

股权设置新的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人权利，保证必控科技正常、有序、合法经营，保证必控科技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

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必控科技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标的资产行为。 如确有需

要，本人及必控科技须经康达新材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4）本人保证必控科技或本人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本人转让必控科技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必控科技章

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碍本人转让所持必控科技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

本次交易对方刘志远、李成惠、龙成国、李东、曾文钦、曾健、佟子枫、盛建强、张文琴、任红军、范凯、韩炳刚、姜华、徐珮

璟、朱丽双、刘强、荣晨羽、施常富、曹洋、刘国洪、陈霞、刘东、徐兵、刘家沛、韩宏川、侯彦伶、袁永川、刘道德、赵健恺、杨润、

雷雨承诺：

“（1）本人已经依法对必控科技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当承

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2）本人合法持有必控科技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份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股权未设定

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不存在被执法部门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

潜在的影响本人转让必控科技股权的诉讼、仲裁或纠纷；同时，本人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该股权登记至康达新材名下。

（3）除已经公开披露的情况外，在本人与必控科技签署的协议生效并执行完毕之前，本人保证不就本人所持必控科技

股权设置新的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人权利，保证必控科技正常、有序、合法经营，保证必控科技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

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必控科技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标的资产行为。 如确有需

要，本人及必控科技须经康达新材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4）本人保证必控科技或本人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本人转让必控科技股权的限制性条款。必控科技章程、内

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碍本人转让所持必控科技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必控科技已完成股东变更，康达新材持有必控科技99.8995%股权。

2、交易对方关于合法合规的承诺

交易对方盛杰、刘志远、李成惠、龙成国、李东、曾文钦、曾健、佟子枫、盛建强、张文琴、任红军、范凯、韩炳刚、姜华、徐珮

璟、朱丽双、刘强、荣晨羽、施常富、曹洋、刘国洪、陈霞、刘东、徐兵、刘家沛、韩宏川、侯彦伶、袁永川、刘道德、赵健恺、杨润、

雷雨承诺：

“（1）本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固定居所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协议及履行

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人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即本人

不涉及因涉嫌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 亦不涉及中国证监会对本人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

法机关对本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

（3）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本人在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的情况等。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3、交易对方关于提供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交易对方盛杰、刘志远、李成惠、龙成国、李东、曾文钦、曾健、佟子枫、盛建强、张文琴、任红军、范凯、韩炳刚、姜华、徐珮

璟、朱丽双、刘强、荣晨羽、施常富、曹洋、刘国洪、陈霞、刘东、徐兵、刘家沛、韩宏川、侯彦伶、袁永川、刘道德、赵健恺、杨润、

雷雨承诺：

“（1）本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人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

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

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如本人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康达新材拥有权益的股份。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3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为28名。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6,409,9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387%。 其中非业绩补偿义务人可解锁股

份数为1,011,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05%；业绩补偿义务人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为2,485,878股，第二期可解锁股份

数为2,912,778股，合计两期可解锁股份数为5,398,6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82%。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非业绩补偿义务人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可解锁股份数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曾健 225,362 225,362 0.0893�%

2 任红军 199,229 199,229 0.0789%

3 刘强 187,918 187,918 0.0744%

4 荣晨羽 129,162 129,162 0.0512�%

5 施常富 97,544 97,544 0.0386%

6 曹洋 93,922 93,922 0.0372%

7 韩宏川 31,048 31,048 0.0123�%

8 侯彦伶 18,111 18,111 0.0072%

9 赵健恺 12,936 12,936 0.0051%

10 杨润 10,867 10,867 0.0043%

11 雷雨 5,174 5,174 0.0020%

合计 1,011,273 1,011,273 0.4005%

2、业绩补偿义务人

根据本公告“二、（四）股份锁定承诺”部分的规定，具体解锁情况如下：

（1）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28,913,593.17-641,250）元/106,000,000

元】=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0.2667

（2）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32,485,002.22+641,250）元/106,000,000

元】=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0.3125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第一期可解锁股份

数

第二期可解锁股份

数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1 盛杰 5,850,142 1,560,232 1,828,169 3,388,401 1.3420%

2 刘志远 1,342,548 358,057 419,546 777,603 0.3080�%

3 李成惠 345,269 92,083 107,896 199,979 0.0792�%

4 龙成国 271,262 72,345 84,769 157,114 0.0622%

5 李东 233,486 62,270 72,964 135,234 0.0536%

6 曾文钦 314,977 84,004 98,430 182,434 0.0723%

7 佟子枫 214,029 57,081 66,884 123,965 0.0491%

8 范凯 166,628 44,439 52,071 96,510 0.0382�%

9 韩炳刚 161,971 43,197 50,615 93,812 0.0372�%

10 徐珮璟 155,657 41,513 48,642 90,155 0.0357�%

11 刘国洪 77,621 20,701 24,256 44,957 0.0178�%

12 陈霞 32,601 8,694 10,187 18,881 0.0075�%

13 刘东 43,985 11,730 13,745 25,475 0.0101%

14 徐兵 25,873 6,900 8,085 14,985 0.0059%

15 刘家沛 37,517 10,005 11,724 21,729 0.0086%

16 袁永川 25,873 6,900 8,085 14,985 0.0059%

17 刘道德 21,475 5,727 6,710 12,437 0.0049�%

合计 9,320,914 2,485,878 2,912,778 5,398,656 2.1382%

（注：本次计算业绩补偿义务人两期可解锁股份数时，均采用就低保留整数原则计算。 ）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28名股东均履行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的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