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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863

证券简称

:

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19-070

债券代码

:128056

债券简称

:

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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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8

月8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葛炳灶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8名，亲自出席董事8名,�其中叶龙勤先生、

虞希清先生、童水光先生、刘玉龙先生、杨庆华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为了满足当前市场的发展需要，拓展业务领域，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拟在云南省曲靖市

富源县胜境街道四屯社区四屯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拟对全资子公司印度今飞贸易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战略

发展和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印度今飞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也进一

步提高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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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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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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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和浙

江今飞摩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飞摩轮” ）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印度今飞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印度今飞” ）共同增资150万美元。 本次增资后，今飞贸易的注册资本由115万美元人民币变

更为265万美元。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投资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还需要经过浙江省商务厅批准。

二、本次被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印度今飞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2月3日

公司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印度

注册资本：115万美元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轮毂及其相关配件、机械模具、装备的进出口及销售；仓储、物流配送服务

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出资方式

公司与今飞摩轮共同以自有资金150万美元向全资子公司印度今飞进行增资。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字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美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

（美元）

出资比例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86.25 75% 198.75 75%

浙江今飞摩轮有限公司 28.75 25% 66.25 25%

合计 115 100% 265 100%

4、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91.36 871.62

负债总额 794.08 813.59

所有者权益 97.28 58.03

项目 2019年半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69.98 2256.52

净利润 -28.67 -4.16

三、本次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印度今飞在

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本次增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后，全资子公司印度今飞的发展依然受到市场环境、运营管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

将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和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存在的相应风险。 本次事项若有其他进展

或变化情况，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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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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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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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000万出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南飞速汽车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4000万元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胜境街道四屯社区四屯村

5、法定代表人：赵柯

6、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轮毂及组件生产销售；机械模具开发、设计、制造；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制货物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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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上述拟设立子公司的情况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二、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了满足当前及今后市场发展的需要，扩大市场份额，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影

响力，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虽然是依循公司战略做出决策，但在经营过程中仍可能面临运营管理、

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依托前期积累的管

理经验，提升对外投资、管理运营的监督与控制，稳步推动新设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事项若有

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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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效益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的方向，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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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

2019-061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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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5,343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835,616,859股的

0.0820%， 其中， 回购2017年1月17日授予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545,343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653%，回购价格为5.596元/股，涉及激励对象22人；回购2017年12

月8日授予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140,000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68%，回购价格为5.726元/股，涉及激励对象3人。

2、截至目前，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2019年6月21日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 12�月 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埃斯顿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案）的议案》。

2、2016年12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 ）、《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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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3、2017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4、2017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授予270名激励对象100万份股票期权和320万

股限制性股票。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7年1月17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7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与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本次授予权益数量与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为：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17.41元/股调整为5.74元/股，授予数量由320万股调整为960万股，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根据《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公司已完成所涉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6月13日。

7、2017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终止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 100�万份股

票期权计划进行终止。

8、2017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9、2017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股权激

励计划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于上

述8名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227,7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回购价格为

5.74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10、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227,7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

股本的0.0272%，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1、2017年12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 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7年1月16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2017年12月8日为授予日，授予36名激励对象240万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8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2、2018年1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预留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已完成所涉限制性股票的预

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上市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

13、2018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同意公

司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因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对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221人，共计2,594,574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应

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进行重新确认， 最终确认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5.668元/股，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为5.798元/股，调整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将根据实际需回购的数量依照《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调整方法做相应调整；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

分限制性股票合计510,766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王晓

军等1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59,500股、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因业

绩考核未能达标的5名激励对象共139,266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668元/股；回购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王晓军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12,000股， 回购价格为

5.798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14、2018年6月1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5、2018年8月1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510,766股，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6、、2019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对符

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30人，涉及608,400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同时，对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因个人原因离职的16

名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1,976,12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其中：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徐明明等12人，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1,

716,12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回购价格为5.668元/股；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张成

等5人，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26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回购价格为

5.798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17、2019年1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8、2019年3月1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1,976,120股，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9、2019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由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以及部分激励对象个

人业绩考核未达标，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此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20、2019年6月21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事由、调整方法和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2019年5月27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经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35,616,859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31日，除

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3日。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次权益分派未涉及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之情形。

2、回购价格调整方法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3、调整结果

（1）第二期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①2017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P=5.74-0.072=5.668（元/股）

②2018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P=5.668-0.072=5.596（元/股）

（2）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①2017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P=5.87-0.072=5.798（元/股）

②2018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P=5.798-0.072=5.726（元/股）

公司将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 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未能解除限售， 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

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

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以下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685,343股进行回购注销。

1、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中共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董事会同意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上述13名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403,760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储斌、刘晴晴等12人，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共263,76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储斌等3人（其中2人同时系首次授予

和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14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

理。

2、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0名激励对象因业绩考核未能达标，公司决定对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281,583股由公司做回购注销处理。

综上，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685,343股进行回购注销，占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5.71%，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820%。 其中，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545,343股，回购价格为5.596元/股；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140,000股，

回购价格为5.726元/股。 上述内容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7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9]4245

号），对公司截至2019�年7月22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公司原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835,616,859.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835,616,859.00元。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107,

885,016.00元， 占原注册资本的12.91%； 无限售条件股份727,731,843.00元， 占原注册资本的

87.09%。根据2019年5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以及2019年6月21日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685,343.00元，其中减少境内自然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

份685,343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4,931,516.00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2019年7月22日止，

公司已回购685,343股， 减少股本人民币685,343.00元 （大写： 人民币陆拾捌万伍仟叁佰肆拾叁元

整），其中减少境内自然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685,343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回购注销前后，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7,885,016 12.91% -685,343 107,199,673 12.84%

3、其他内资持股 107,456,016 12.86% -685,343 106,770,673 12.7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7,456,016 12.86% -685,343 106,770,673 12.79%

4、外资持股 429,000 0.05% 429,000 0.05%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429,000 0.05% 429,000 0.0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27,731,843 87.09% 727,731,843 87.16%

三、股份总数 835,616,859 100.00% -685,343 834,931,516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

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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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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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惠程科技” 或“惠程” ）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7日16:30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提前以电子邮件

和电话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徐海啸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

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惠程独立游戏发展规划———与游戏头部企业建

立战略联盟，进军海内外独立游戏市场》。

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全体董事认为《惠程独立游戏发展规划———与游戏头部企业建

立战略联盟，进军海内外独立游戏市场》能够补充和促进公司现有游戏业务的发展，有利于公司游戏

业务开拓海外市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游戏业务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互联网综合服务业务的发

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同意并授权公司总裁负责《惠程独立游戏发展规划———与游戏头部企业

建立战略联盟，进军海内外独立游戏市场》的具体落实工作，详细内容请见附件《惠程独立游戏发展

规划———与游戏头部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军海内外独立游戏市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系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在美国和日本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首期出资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在美国和日本设立全资或者合资游戏研发、

发行公司，作为惠程海外游戏运作平台，负责将国内的独立游戏改编成本地语言和受欢迎的模式进行

推广，同时引进海外优质游戏IP在国内进行产业化。海外子公司设立、运营具体事宜授权公司总裁全权

办理。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文件。

附件：《惠程独立游戏发展规划———与游戏头部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军海内外独立游戏市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

附件：

惠程独立游戏发展规划

———与游戏头部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军海内外独立游戏市场

一、独立游戏定义

独立游戏是相对于商业游戏制作而存在的另一种游戏制作方式。“独立游戏” 主要是为了追求游

戏产品艺术性，不以商业发行为首要目的、由小规模团队独立完成制作的游戏类型。

二、独立游戏市场介绍

（一）发展趋势

根据伽马数据发布的《2018年独立游戏发展状况报告》，国内独立游戏用户数量从2016年的1.6

亿将增长到2.2亿人，随着越来越多优秀独立游戏的出现，国内游戏用户对于独立游戏的关注度在日益

的提高。 一方面，热门作品提升了业界对独立游戏的关注，除了传统的开发者外，投资机构、大的游戏

企业都对这一领域给予了关注；另一方面，游戏用户也参与到了独立游戏的探讨中，热门游戏作品引

发的话题效应带动了独立游戏关注度提升。

（二）产业链

独立游戏的主要参与者有游戏开发者（简称游戏CP）、发行商、平台方等主体。

1、游戏 CP

国内独立游戏制作团队中，绝大多数处于未融资或天使阶段，其中不乏个人开发者或业余小组。

根据Unity在2018年对全球1445家独立游戏工作室进行的调研结果， 超半数工作室仅有2-5人组成，

很多工作室尚未研发出成品，6成以上的团队初始项目研发时间长达1至2年。 这种长周期的消耗对独

立游戏工作室的生存构成很大威胁。

另外，部分大公司也会在内部孵化独立游戏项目。 如网易、腾讯游戏旗下都有自己的独立游戏工

作室。

2、发行商

基于海外独立游戏用户付费模式的成熟，出海是国内多数独立游戏开发方的必选项。 此外，目前

在国内独立游戏的发行市场已涌入包括网易游戏、飞鱼科技、心动网络、凉屋游戏、椰岛游戏、中手游、

4399、冰穹互娱等在内超过 30�家发行渠道。

3、平台方

目前海外独立游戏平台发展已相对成熟， 国外App� Store、Google� Play�与 Steam等平台涵盖

了几乎所有的移动端和PC端。 反观国内，此前除了 App� Store�中国区的推荐，独立开发者在安卓渠

道很难拿到资源，此前只能依靠从圈子内传播，获得App� Store�推荐的游戏甚至通过“出海转内销”

的方式提高营收。目前，国内游戏大厂开始针对独立游戏进行布局，其中包括腾讯游戏的WeGame、网

易的游品味、心动网络的TapTap、创梦天地的乐逗游戏等。

三、独立游戏行业现存问题

独立游戏行业现存问题主要集中在资本与独立游戏开发团队的连接不畅问题上。

目前独立游戏的开发以小规模的个人团队为主，分散于世界各地，他们之中很多不是游戏专业人

士，对游戏产业的运作知之甚少，大部分实力较弱，更不知道如何与投资人取得联系以获得资本的支

持。 目前独立游戏研发团队的研发支持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其自有资金或者众筹的资金， 资金量非常

少，很多团队在游戏研发出来之前资金就已难以为继，导致游戏研发失败。 而一些有意于投资独立游

戏的资本，又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到这些有创意的独立游戏开发者，从而无法投资独立游戏从中获利。

目前国内已有大的游戏研发商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积极介入独立游戏的研发制作，以期从其

中获得较好的收益。

例如腾讯游戏开展了极光计划和翼计划，分别支持手机端的独立游戏和电脑端的独立游戏，其中

翼计划， 以腾讯游戏WeGame平台为支撑， 联合国内包括惠程科技在内的投资人， 共同投资经

WeGame筛选出来的独立游戏，游戏研发完成后上线WeGame售卖，为优秀的独立游戏提供研发资金

和良好的展示平台，为投资人提供丰厚的回报。

四、公司投资独立游戏存在的机会

（一）公司投资独立游戏的必要性

1、拓宽并补充现有市场，形成品牌价值

独立游戏市场和商业游戏市场相互较为独立，用户群体不尽相同。 独立游戏的玩家具有更重视游

戏玩法、内容、精神内核及IP的特点，且独立游戏的玩家多为硬核玩家，被独立游戏市场认可的品牌将

更容易形成较好的游戏IP。

独立游戏玩家与商业游戏玩家并未泾渭分明， 成功后的独立游戏经常也能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化

游戏，且能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同时，商业游戏玩家在玩惯了千篇一律的打怪升级后，对于新鲜的

游戏玩法也充满了兴趣。 比如2019年市场中大火的DOTA自走棋就开启了独立游戏自走棋的一个分

支品类，成功地架接起了商业游戏和独立游戏，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因此，对于独立游戏市场的开发，有助于完善公司对游戏板块的整体布局，发掘游戏市场头部IP，

扩大公司对于游戏板块市场的影响力， 增加游戏内容储备。 开拓独立游戏板块将与商业游戏相互渗

透，形成协同上的规模效应。

2、扎根游戏板块，培养内部游戏团队

相较于商业游戏的快速变现， 致力于独立游戏开发和发行的团队更专注于游戏内容本身和游戏

的口碑。因此，该领域人才会更稳定，对公司和平台的忠诚度较高。更有利于公司培养出一批忠实的游

戏开发、发行以及管理人员。

（二）公司投资独立游戏的可行性

1、惠程在商业游戏市场上已有一席之地

公司下辖商业游戏板块子公司哆可梦在买量发行市场上已经成为第二梯队的领军企业， 在市场

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团队形成一定的规模，业务模式相对规范。 公司自收购哆可梦后，相关团队积

极下沉到游戏板块业务当中，了解业务情况，积累行业资源，对哆可梦的业务流程也有相应的了解和

认知，对商业游戏的运作较为熟悉，因此对游戏行业新市场的开发有一定的基础和积淀。

2、上市公司平台独特的吸引力

对于国内现有独立游戏开发团队需要稳定创作空间来说， 上市公司作为其投资人或服务平台有

着相较更强的吸引力，对于独立游戏从业人员来讲，对未来发展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3、目前独立游戏市场急速扩张

相较于商业游戏的增速放缓，独立游戏市场2018年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喜人。 预计未来独立游戏

将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市场扩容对于公司投资该领域提供可能性。

4、国家对独立游戏支持力度更大

相较于对商业游戏的政策收紧，国家文化部及出版署对于独立游戏中的玩法创新、内容创新都更

为支持。 同时，国家层面支持对外输出国产优秀文化，对独立游戏出海给予大量的支持与补贴。

（三）公司投资独立游戏存在的机会

1、发行分成

对优质的独立游戏进行投资， 在独立游戏上线售卖后与开发者进行利润分成， 以获得一定的收

益。

2、锁定IP资源

锁定优质的独立游戏IP，未来转换成手游IP由惠程科技进行开发，获取更高的利润。

3、拓展海外市场业务机会

根据国家的政策，独立游戏上线同样需要版号，由于独立游戏相比商业游戏收入规模偏小，加之

版号数量在减少，独立游戏取得版号的数量必定较少。 因此，独立游戏要想取得较好的发行业绩，向不

需要版号的海外发行市场进军成为了必然趋势。 但独立游戏制作人大部分实力较弱，很难凭借自身力

量将游戏推向海外市场，需要借助较有实力的机构协助其面向海外市场发行。 同时，海外独立游戏进

入中国市场发行同样需要国内机构的支持， 这就为包括惠程在内的一些有实力的游戏厂商提供了难

得的业务机会。

因此，惠程可以引进海外的优质独立游戏，推向国内市场获取收益，也可将国内优质的独立游戏

推向海外，以获取更多的收益。

五、惠程布局独立游戏的具体规划

（一）与游戏头部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军独立游戏市场

采用跟随战略，与腾讯游戏（WeGame平台）等深耕游戏市场尤其是独立游戏市场中的头部企业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军独立游戏市场。

战略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1、共同投资独立游戏研发团队；

2、共同投资独立游戏研发项目；

3、参与搭建或运营独立游戏发行平台；

4、联合运营、发行独立游戏等。

目前惠程已与腾讯游戏（具体执行为WeGame平台）签署了《翼计划合作协议》，同时正积极探

索与其他独立游戏平台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

（二）积极培育自身独立游戏研发、发行团队

积极培育公司内部独立游戏研发、发行团队，搭建公司人才体系，建立人才储备机制，逐步建立公

司独立游戏人才梯队。 公司积极招揽优秀的游戏开发、发行以及游戏领域的管理人才，培养内部核心

竞争力，拓宽市场资源，形成公司内生增长能力。建立人才培养计划、规划3-5年的游戏人才养成目标，

逐渐形成公司内生稳定的游戏人才团队。

（三）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在国内游戏市场增速渐缓的情况下，公司积极探索游戏出海模式。 独立游戏作为出海的一个试点

途径，可以为公司下辖商业游戏板块的大规模出海搭建基础。 具体方式如下：

出资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建立海外全资或合资子公司。公司计划首期出资不超过3,000万元

人民币，在美国和日本设立全资或者合资游戏研发、发行公司，作为惠程海外游戏运作平台，负责将国

内的独立游戏改编成本地语言和受欢迎的模式进行推广，同时引进海外优质游戏IP在国内产业化。 海

外子公司设立、运营具体事宜授权公司总裁全权办理。

（四）通过主办赛事，迅速切入独立游戏领域

通过主办权威的独立游戏赛事，建立惠程在独立游戏领域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握独立游戏发展脉

搏和方向，从赛事中发现优秀的团队和创意，为公司寻找投资目标以及有潜力的优质IP。

六、预期可为惠程带来的利润

惠程进入独立游戏行业预计可以产生利润的环节有游戏售卖的收入分成、 被投资企业的股权增

值退出收益、被投资项目IP售卖分成、被投资企业的游戏由惠程改编成手游后的收益等。

被投资企业的游戏由惠程改编成手游后将可能产生爆款手游为惠程产生持续不断的经营利润。

综上，惠程进入独立游戏行业后，可提升惠程盈利能力，并为惠程现有游戏产业的发展带来强有

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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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

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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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平治信息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和回复。 现对回复报告进

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平治信息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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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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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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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栗延秋女士的通知，

获悉栗延秋女士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栗延秋 是 5,000,000 2019-08-06

办理质押登

记的注销手

续日

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76% 补充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548,456,685股，栗延秋女士持有公司133,034,398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24.26%，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81,143,000股,占总股本的14.79%。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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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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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邦领贸易” ）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登记的通知，现公告如下：

邦领贸易于2016年11月28日将其所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中的10,300,000�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信托” ），质押期限自2016年11月28日起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为止（具体详见公告：2016-046）。 2017�年6�月 6�日，邦领贸易将其持有公司的 3,200,000�股限

售流通股与华鑫信托进行了股票质押交易业务，作为对前期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具体请详见公告：

2017-035）。2017�年 7�月 21�日，邦领贸易将其持有公司的 6,000,000�股限售流通股与华鑫信托

进行了股票质押交易业务，作为对前期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具体详见公告：2017-047）。 上述限售

流通股已于2018年12月10日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告：2018-089）。 2019年7月9日，公司披露了《广

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具体详见公告：2019-054）， 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 邦领贸易与华鑫信托的股票质押业务累计质押股数由19,500,000股相应变更为27,

300,000�股。 2019年7月24日，邦领贸易将该笔质押业务中的8,400,000股解除质押。 该次解除质押

登记后， 邦领贸易与华鑫信托的股票质押业务剩余质押股数共18,900,000股 （具体详见公告：

2019-062）。

2019年8月6日，邦领贸易将该笔质押业务中的4,480,000股解除质押，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1%，

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该次解除质押登记后，邦领贸易与

华鑫信托的股票质押业务剩余质押股数共14,42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6.78%，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87%。

截至本公告日，邦领贸易持有本公司股份85,956,2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 本次解除质押

登记后，邦领贸易累计质押的股份总额为51,856,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0.33%，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7.50%。

特此公告。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19-057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情况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9年7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

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 因公司第二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同时激励对

象中26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及1人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 。 根据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将

由公司申请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涉及的股票期权数共计592.66万份。 详见公司2019年7月19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期权的公

告》。

二、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情况

公司2019年7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 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23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及4人所在组织

单位2018年度组织绩效考评结果为“C” ，1人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 。 根据《第三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将由公司申请

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涉及的股票期权数共计180.48万份。 详见公司2019年7月19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期权的公告》。

三、股票期权注销完成情况

近日，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2019年8月8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股票期

权的注销事宜。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9日

证券代码：

600279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19-035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申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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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126）。 中

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进行了审查，认为

所有材料齐全，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及核准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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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9日

股票代码：

002064

股票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9-043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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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92130）。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尚须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

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