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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

取得

EMS Elektromechanische

Schaltsensoren GmbH

和

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

各

49%

股

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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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盈电子”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日盈电

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子公司” 或“子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总计1,776,

779.00欧元通过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EMS� Elektromechanische� Schaltsensoren� GmbH

（以下简称 “EMS� GmbH” ） 和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 （以下简称“MST�

GmbH” ）各49%股权，本次交易是公司出于对未来业务协同发展考虑的战略入股投资。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相关

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向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门、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履行报批、登记

或备案等程序。

一、交易概述

EMS� GmbH、MST� GmbH是两家总部位于德国bosel的汽车注塑零部件生产厂商，

MST� GmbH为EMS� GmbH的代工工厂。 两家公司主要生产转换器注塑件（微动开关），

为大众集团一级供应商，具有行业先进的相关产品生产经验。

EMS� GmbH� 公司实控人为Georg� Emken，MST� GmbH公司实控人为Renate�

Gardewin，其与EMS� GmbH公司实控人为夫妻关系，两家公司可认定为一致行动人。以本

次交易为契机，日盈电子将在德国境内与标的公司建立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新的销

售渠道为前进支点，形成销售网络合作，采购网络合作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扩大日盈电子产

品的全球影响力。

日盈电子全资香港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总计1,776,779.00欧元通过收购及增资方式

取得EMS� GmbH和MST� GmbH各49%股权。 （日盈电子仅作为EMS� GmbH、MST�

GmbH两家公司股权投资方，不参与两家公司的实际经营与管理）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在本次收购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文件。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EMS� Elektromechanische� Schaltsensoren� GmbH

和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各49%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姓名：Mr� Georg� Emken

国籍：Germany

营业地址：Industriestra?e� 40,� 26219� B?sel,� Germany

德国联邦身份证号码：L2G4M8KC

（二）姓名：Ms� Renate� Gardewin

国籍：Germany

营业地址：Raiffeisenstra?e� 3,� 26219� B?sel,� Germany

德国联邦身份证号码：L2JGW9TFT

（三）公司名称：BARTEC� Gmb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Max-Eyth-Stra?e� 16,� 97980� Bad� Mer-gentheim,� Germany

公司编号：HRB� 723429

成立 日期：2008年4月

董事合法代表：J?rgDalh?fer，Xaverius� Jo-se� Hubertus� Marie� Hamers，Holger�

Lompe和Martin� Uwe� Schefter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和分配安全组件，尤其是用于爆炸，撞击和介质保护的安全组件。

（四）公司名称：Siemer� Unternehmensbeteiligung� AG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Poststra?e� 2,� 49377� Vechta,� Germany

公司编号：HRB� 208120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

董事合法代表：Dr.� Stephan� Siemer

主营业务：持有和管理对其他公司的投资。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1、EMS� Elektromechanische� Schaltsensoren� GmbH

公司名称 EMS�Elektromechanische�Schaltsensoren�GmbH

营业地址 Industriestra?e�40,�26219�B?sel,�German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7年

法定代表人 Mr�Georg�Emken

注册资本 EUR�142,400.00

公司编号 HRB�151021

经营范围

汽车电阻器转换器注塑件产品设计、注塑件系统的设计、制造、销售；经

营本企业生产的汽车注塑件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2、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

公司名称 MST�Mikroschalttechnik�GmbH

营业地址 Raiffeisenstra?e�3,�26219�B?sel,�German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法定代表人 Ms�Renate�Gardewin

注册资本 EUR�25,000.00

公司编号 HRB�152052

经营范围 开发，制造和销售微型开关，电子传感器和定制组件。

（二）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1、截至本公告出具日，EMS� GmbH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票面价值（欧元） 占比

BARTEC�GmbH EUR�56,100.00 39.40%

Georg�Emken EUR�71,800.00 50.42%

Siemer�AG EUR�14,500.00 10.18%

总计 EUR�142,400.00 100.00%

交易完成后，EMS� GmbH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票面价值（欧元） 占比

Riying�Electronics EUR�71,799.00 49.00%

Georg�Emken EUR�60,231.00 41.10%

Siemer�AG EUR�14,500.00 9.90%

总计 EUR�146,530.00 100.00%

2、截至本公告出具日，MST� GmbH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票面价值（欧元） 占比

Renate�Gardewin EUR�20,250.00 81.00%

Siemer�AG EUR�4,750.00 19.00%

总计 EUR�25,000.00 100.00%

交易完成后，MST� GmbH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票面价值（欧元） 占比

Riying�Electronics EUR�20,250.00 49.00%

Renate�Gardewin EUR�16,326.00 39.51%

Siemer�AG EUR�4,750.00 11.49%

总计 EUR�41,326.00 100.00%

（三）标的公司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等其他情况。

（四）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的EMS� GmbH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欧元

项目 2016-2017年 2017-2018年 2018-2019年

资产总额 8,538,282.28 8,525,519.57 8,866,449.76

负债总额 5,672,919.05 5,953,781.03 6,377,863.91

净资产 2,865,363.23 2,571,738.54 2,488,585.85

销售收入 25,031,975.01 25,448,712.46 26,027,357.33

净利润 224,578.86 -293,624.69 -83,152.69

2、最近三年的MST� GmbH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欧元

项目 2016-2017年 2017-2018年 2018-2019年

资产总额 5,494,885.15 5,471,284.65 5,468,194.56

负债总额 4,600,656.29 4,625,257.78 4,823,724.16

净资产 894,228.86 846,026.87 644,470.40

销售收入 7,188,653.00 7,415,669.77 7,520,553.43

净利润 62,086.94 -48,201.99 -201,556.47

注：上述报表数据遵循德国《商法典》（第316章）的规定及德国联邦会计师审计师协

会（IDW）出台的年终审计基本规定，经德国DR� Bernd� Sundermeier审计师审计。

（五）主营业务情况

1.EMS� GmbH、MST� GmbH的主营业务概述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EMS� GmbH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电阻器转换器注

塑件产品设计、注塑件系统的设计、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的汽车注塑件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MST� GmbH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开发，制造和销售微型开关，电子传感器

和定制组件。

2.� EMS� GmbH、MST� GmbH的主要产品

（1）MICRO� SWITCH� MS007（MS007型微动开关）

公司MS007产品每年产量5200万个。 生产线已经运行超过连续10年，在自动化转换器

系统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主要应用在汽车插销、安全气囊，汽车车门及整车应用，经过组

装可适用于超过200种车型要求，同时还兼备探测功能。

（2）Assemblies�（装配件）

公司Assemblies产品每年产量2500万个。 该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可用于各类汽车的

插销线路板中，公司对该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为成本低廉且质量优异，可适用于超过200种

车型要求。

（3）MICRO� SWITCH� MS001（MS001型微动开关）

公司MS001产品每年产量500万个。每条生产线通常运行3-5年后即需要更新。主要应

用在大众集团的汽车刹车片相关产品。

3.公司的专利情况

EMS� GmbH公司目前已取得6项核心专利技术，涵盖汽车转换器注塑件生产的所有关

键技术，获得多个国际品质管理组织机构及主流整车厂的双重、三重认证。

在汽车转换器注塑件/微动开关这一汽车零部件细分领域，标的公司作为欧洲最领先的

生产商之一，亦是德国大众在该品类全球最大的一级供应商之一。 其行业地位，从公司的角

度看来，无愧于德国该项细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隐形冠军” 。

EMS� GmbH、MST� GmbH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下：公司在目前行业中，属于小型规模

零部件生产商。 主要竞争对手有 ZF (schalter� und� sensoren)、Alps� Alpine以及

Marquardt。

ZF(schalter� und� sensoren)：公司是德国领先的转换器注塑件生产商，通过整合该公

司所属集团的其他优势，可为该竞争者提供大量的集团订单支持，年销售2.5亿个转换器注

塑件。 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

Alps� Alpine：公司是日本最大的转换器注塑件生产商，在汽车领域具有极强的行业地

位，但其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转换器其他产品，转换器注塑件并为公司核心产品。 年销售收入

853百万日元，总部位于日本。

Marquardt：公司是德国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供应商，拥有广泛的产品组合，转换器只

是其其中一部分业务。 年销售收入1.2亿欧元。 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

4、EMS� GmbH、MST� GmbH的竞争优势

（1）客户优势

EMS� GmbH、MST� GmbH凭借成熟的产品、 可靠的质量在国际上赢得了境外奔驰、

宝马、大众、福特、丰田、通用等国际大型整车厂商客户的青睐。 除此之外，EMS� GmbH、

MST� GmbH还在积极开发国内零部件厂商及大型整车厂商等高端客户。

优秀的客户资源为EMS� GmbH、MST� GmbH贡献了稳定的现金流， 引导EMS�

GmbH、MST� GmbH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同时有助于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2）技术研发优势

EMS� GmbH公司目前已取得6项核心专利技术，涵盖汽车转换器注塑件生产的所有关

键核心技术， 获得多个国际品质管理组织机构及主流整车厂的双重、 三重认证。 EMS�

GmbH从成立以来便重视技术研发，经过数年的研发投入和团队建设，已经掌握了成熟的

产品制造工艺，成本低、效率高，并且能够根据客户的需要及时开发新产品。

（3）生产制造优势

EMS� GmbH、MST� GmbH公司在汽车转换器生产上具有核心技术及丰富经验，相关

生产线已经连续运行超过10年，在自动化转换器系统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掌控了几乎所

有核心环节的制造工艺流程可以保证其生产的产品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稳定的性能，且成

本低廉。 此外，EMS� GmbH、MST� GmbH公司在精益制造和自动化生产方面经验丰富，通

过完善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可以快速对客户的需求作出反应，及时提供客户优质产

品。

标的公司过去两个财政年度的亏损，主要由于标的公司在过去几年中对工艺流程及生

产线自动化升级投入的大量资金而产生的超常规的折旧摊销成本。 公司预计标的公司的大

规模资本支出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成产工艺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生产成本亦将获得实

质性改善。

（六）最近12个月内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12个月内标的公司不存在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七）股东优先受让情况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八）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九）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方式：协商确定。

定价依据：本次交易定价是以基于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净资产作为两家标的公

司的估值。 截至2019年4月30日，EMS� GmbH的年度净资产为2,488,585.85欧元及MST�

GmbH的年度净资产为644,470.40欧元作为定价依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交易概述

日盈电子全资香港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总计1,776,779.00欧元通过收购及增资方式

取得EMS� GmbH和MST� GmbH各49%股权。

2、交易定价及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是根据EMS� GmbH�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净资产价值， 及MST�

GmbH�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净资产价值，对标的公司进行估值并进行收购。

（1）股权购买

为了获取两家标的公司各49%股权， 香港子公司将首先从 BARTEC� GmbH、Mr�

Georg� Emken�和Ms� Renate� Gardewin�股东，购买标的公司股份。 按照2019年4月30日

两家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香港子公司将收购EMS� GmbH� 47.52%的现有股权及MST�

GmbH� 15.70%的现有股权。

股权收购价格分别是： 以1,182,585.00欧元购买EMS� GmbH� 中票面价值为67,

669.00�欧元的股权；以101,130.00欧元购买MST� GmbH�的票面价值为3,923.00�欧元的

股权；购买现有股权交易价格总计1,283,715.00欧元。

（2）增资扩股

为使香港子公司对两家标的公司的参股规模扩大至49%的权益， 香港子公司将以现金

方式增加两家标的公司的资本金额。 增资扩股将使注册股本票面价值增加，超出票面价值

部分的股本溢价金额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增资扩股的股本票面金额和股本溢价金额总计

为493,064.00欧元。

至此，公司将各获得EMS� GmbH,� MST� GmbH两家标的公司49%的股权，交易对价

总计1,776,779.00欧元。

3、支付方式、资金来源及付款安排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以现金电汇方式，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的款

项将一次性付清。

4、标的公司的交割

香港子公司将交易款项通过电子转账方式汇款至德国代理公证人的托管账户后，将进

行下一步项目交割工作，待交割完毕后，将相关款项从德国代理公证人的托管账户划转至

协议中约定的交易账户。

5、保证条款

香港子公司作为两家标的公司的新股东，标的公司新版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亦将按照

本次交易条款所陈述进行更新。

标的公司原股东 BARTEC� GmbH、Siemer� Unternehmensbeteiligung� AG、Mr�

Georg� Emken及Ms� Renate� Gardewin保证对于标的公司情况的具体陈述是准确、 客观

的，这些担保旨在详尽无遗地表达目标公司的真实情况。

本次交易中，若香港子公司发现对于标的公司原股东所提供的标的公司信息内容并非

准确，香港子公司有权利要求标的公司原股东在香港子公司提出问题一个月之内，令标的

公司对错误内容进行更正。 若标的公司原股东未能如期对错误信息进行更正，香港子公司

有权利向标的公司原股东索求现金赔偿，现金赔偿金额至多于标的公司各原股东所持有的

股权份额比例所对应的承担赔偿金额。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1、提升公司在汽车电子零部件领域的竞争力

随着“工业4.0” 、智能驾驶等概念的不断深化，转换器市场将随着全球传感器市场受到

带动。转换器作为智能汽车感知环境的硬件基础，在智能驾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随

着ADAS行业的不断发展， 转换器在汽车领域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ADAS系统逐渐成

熟， 其渗透率在达到10%之后或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将会带动汽车转换器需求量的大幅攀

升。同时，相对于ADAS控制层和执行层主要被汽车整车厂、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互联网

巨头等控制，转换器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容易吸引大量企业的进入。 随着汽车产业的不断

发展，车载转换器作为汽车电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几年将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此次收购完成后可极大增强日盈电子在汽车零部件生产，尤其是转换器配件生产的技

术领先地位。 通过标的公司领先的专利技术及其在欧洲与各大整车厂的长期合作基础，进

一步巩固及提升日盈电子继续作为国内各大整车厂商在转换器注塑件领域的一级供应商

地位。

2、实现境内外客户的协同，进一步扩大境内汽车转换器市场

汽车转换器作为汽车行业的配套行业，其市场规模与汽车产量紧密联系，增长趋势与

汽车产量增长趋势高度正相关。 平均来说，每辆车会装配超过100个转换器在各个系统。 转

换器在智能汽车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担任着承接传感器在智能驾驶汽车的感知系统，比如

ADAS的感知层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夜视仪等转

换器。

EMS� GmbH、MST� GmbH公司目前主要面向境外奔驰、宝马、大众、福特、丰田、通用

等整车厂商高端客户，缺乏国内零部件厂商及大型整车厂商等高端客户。 公司在国内汽车

零部件领域耕耘多年，目前已成为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重庆长安、上海汽车、吉

利、北京汽车、北京奔驰、沃尔沃、广州汽车和一汽集团的配套供应商，并已通过一汽丰田、

广汽丰田的供应商资质认证，有广泛的零部件销售渠道。 依托公司汽车行业的销售渠道和

EMS� GmbH、MST� GmbH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EMS� GmbH、MST� GmbH公司可以进

一步扩大国内汽车转换器市场。

3、实现生产工艺的协同

EMS� GmbH、MST� GmbH公司在汽车转换器生产上具有核心技术及丰富经验，而公

司在汽车转换器的注塑、 装配等流程上具有生产优势， 收购完成后公司和EMS� GmbH、

MST� GmbH公司将重构生产流程，各自负责擅长的生产流程，实现生产工艺上的协同。

此外，EMS� GmbH、MST� GmbH公司在精益制造和自动化生产方面经验丰富， 能够

帮助日盈电子完善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日盈电子目前的主营业务之一汽车电子涵盖阳光传感器、光线传感器、雨量传感器、粉

尘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天窗控制器等传感器业务。 如本次交易最终实施，公司通过收购

EMS� GmbH、MST� GmbH公司部分股权，开拓国内零部件厂商及大型整车厂商汽车转换

器业务，有助于扩大公司汽车电子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通过本次收

购，各方将能够实现各自优势资源的共享与互补，能够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实现协同跨越式

发展。

六、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事项涉及外汇支付，交易最终完成尚需获得必要的备案或审批，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相关各级政府部门（发改委、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局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运营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EMS� GmbH、MST� GmbH公司未来在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可能

会存在运营管理风险、行业政策风险、国内业务推广不达预期等不可预测的因素，将影响公

司投资收益。 公司将谨慎对待风险，并会采取措施积极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公司将在此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协议文件，并积极推进本次交易顺利进行，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依法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德国DR� Bernd� Sundermeier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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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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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性低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单项产品

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日常运营资

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

低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求更多投资回报。

2、投资品种

公司及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拟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

款，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3、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

度内的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4、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5、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风险控制措施

1、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

构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

2、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

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总监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3、财务部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 独立董事、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及子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及子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发展。

2、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

效率，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

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金融

机构理财产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审议的内容及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该笔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受托人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

（万）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实际

收益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汇鑫2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非保本

固定收

益型

4,000 2018-12-25 2019-10-24 5.50%

暂未

到期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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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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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快

更好地实现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

为1万元港币，公司占新公司股权比例为100%。 近日，已完成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颁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设立

香港全资子公司事宜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日盈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Riying� Electronics� (Hong� Kong)� Co.,� Limited

3、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4、登记证号码：71247550-000-10-19-5

5、注册地址： UNIT� 903A� 9/F� CAPITAL� CTR� 151

GLOUCESTER� RD�WAN� CHAI

HONG� KONG

6、业务性质：贸易、咨询、技术服务。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落实公司的战略规划，通过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充分

利用香港在区位、政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

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有利于拓展海外业务，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提高企业竞争力；有

利于拓宽贸易渠道，发挥香港贸易中心作用，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发

展。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

香港地区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区别，这将对新公司的经营

带来一定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尽快适应香港商业、文化环境、法律法规和市场

运营规则等，同时加强投资风险管控机制，确保新公司的运营合法合规。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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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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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10月1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于2019年10月16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是蓉珠女士主持，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EMS�

ElektromechanischeSchaltsensoren� GmbH 和 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 各

49%股权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的方式购买股权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EMS� ElektromechanischeSchaltsensoren� GmbH和

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各49%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日常运营资

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

低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求更多投资回报。 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循环滚动

使用，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49）。

三、备查文件

1、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286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52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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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

10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11日以专人送

达、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

公司监事殷忠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EMS�

ElektromechanischeSchaltsensoren� GmbH 和 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 各

49%股权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的方式购买股权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EMS� ElektromechanischeSchaltsensoren� GmbH和

MST� Mikroschalttechnik� GmbH各49%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

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金融机

构理财产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审议的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该笔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因此，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49）。

三、备查文件

1、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959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21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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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小熊电器” ）于2019年9月3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19年9月20日召开2019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6,000.00万元， 分别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小熊营销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小熊营销” ）、佛山市小熊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智能” ）进

行增资，其中：（1）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0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小熊营销进行增资，增

资完成后，小熊营销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1,0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8,000.00万元

人民币，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2）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9,0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小熊智能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小熊智能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1,000.00万元人民

币变更为20,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9月5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一、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情况

近日，小熊营销、小熊智能分别完成了上述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分别取得

了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顺监核变通内字【2019】第

1900984890号、顺监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985324号）及对应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一）小熊营销

1、名称：佛山市小熊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351994860L

3、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5年8月14日

6、法定代表人：李一峰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文化传播；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调研；制造、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其配件，妇婴童用品、日用品；信

息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物业租赁；物业管理；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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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委会富安集约工业区5-2-1号地之七

（二）小熊智能

1、名称：佛山市小熊智能电器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4X8HXD06

3、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3日

6、法定代表人：赖明智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制造：智能电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其配件；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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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委会富安集约工业区5-2-1号地之九

二、备查文件

1、小熊营销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顺监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984890号）及营

业执照；

2、小熊智能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顺监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985324号）及营

业执照。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临

2019－082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完

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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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5日成功发行了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4金隅MTN001，债券代码：101462034），发行总额为人

民币20亿元，本计息期债券利率为 5.35%，兑付日为2019年10月16日。 有关2014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的具体情况，参见2014年10月21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有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全部完成了该期中期票据的兑付工作，共计支付本息合计人民币2,107,

000,000.00元。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 临

2019－083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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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不超过400亿元多品种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事项，已经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及2018年10月1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分别于2018年

8月30日和2018年10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相关公告。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下发

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DFI6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

具注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确，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

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永续票据。

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于近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结果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金隅SCP002

代码 011902337 期限 177天

起息日 2019年10月15日 兑付日 2020年4月9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利率 2.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 合规申购金额 20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8% 最低申购价位 2.8%

有效申购家数 1 有效申购金额 20亿元

薄记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临

2019－08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益基金会完成设立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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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公

益基金会的议案》。 并分别于2019年3月29日和2019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

布了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相关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的基金会法人登记

证书，相关的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MJ0179871H

名称：北京金隅公益基金会

类型：慈善组织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D座21层2126室

法定代表人：张登峰

注册资金：叁仟万元整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国资委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4日

有效期限：2019年10月14日至2024年10月13日

业务范围：资助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公益项目；资助贫困家庭生活、贫困患者

就医、贫困学生就学；资助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公益项目，资助低收入地区基础设施改

善；资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造成损害的救助。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82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2019-063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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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就合作所达成的共识，并作为双方继续推进合作

协商的基础。如合作事项有具体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具体合作事宜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合作事项的实施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均存在不确定

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

2019年10月16日，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普洛斯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洛斯（上海）”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普洛斯（上海）

将指定其所属集团内的关联公司CLF2� Singapore� (9)� Pte.� Ltd.作为实际出资人，入股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郑州好想你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想你仓储物流” ）作为其一

个股东，在好想你仓储物流所拥有的约320亩的地块上建造仓储设施。

二、签约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4年8月9日

法定代表人：莫志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

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提供下列服务：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

之间平衡外汇；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市场开发过程中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

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受所属集团或关联公司或其在中国所投资

企业的委托，向其提供投资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及支付服务、资金

运作和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承接本公司所述集团内部各公

司或其关联公司的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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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斯（上海）是Global� Logistic� PropertiesLimited（以下简称“普洛斯” ）在中

国设立的管理总部，负责普洛斯在中国的投资及运营管理。 普洛斯是全球领先的现代物流

解决方案提供商。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郑州好想你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一）合作方式

1、甲方希望引进乙方，且乙方同意入股甲方下属的全资项目公司作为其一个股东。

2、双方同意，乙方将指定其所属集团内的关联公司CLF2� Singapore� (9)� Pte.� Ltd.作

为实际出资人（“乙方投资方” ）与甲方签署具体的增资协议和合资合同，并以现金方式出

资入股项目公司。

3、项目公司的名称和经营范围将保持不变。 《合资经营合同》签署后如双方股东认为

需要对项目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双方签订股东会决议后可进行变更。

（二）排他期

甲方确认乙方享有在本协议签署后的3个月（“排他期” ）内就拟议之合作进行磋商的

排他性权利。 为此目的，甲方承诺：于排他期内，其将（并将确保其任何关联人士或任何第

三方）不会就为达成一项有可能妨碍、排除、限制或拖延拟议的合作而直接或间接：

(a)�向任何其他人士提议作出初步地、进一步地或继续地接洽行动、兴趣表示、要约或

方案建议；

(b)�与其他任何人士进行或继续进行任何讨论或谈判；

(c)�与其他任何人士签订任何协议、安排或谅解；

(d)�向其他任何人士宣布或告知其有作出上述任何行为的意图。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普洛斯（上海）的本次合作，不仅有利于盘活公司土地资源，培育新的业务和利

润增长点，还可以满足公司仓储相关需求。

五、其他说明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就合作所达成的共识，并作为双方继续推进合作

协商的基础。如合作事项有具体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具体合作事宜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合作事项的实施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均存在不确定

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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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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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中肖文超、乔晶、黄智、岳玲、许家平、沈鹤鸣、朱艳颖、文跃8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授予的相关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252,560 252,560 2019年10月21日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安正时尚” ）根据《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于2019年8月15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注销股份共计252,560股，共涉及股权激励对象8人，回购价款总计

人民币2,132,338.8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2019-054，2019-055）。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于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事宜。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肖文超、乔晶、黄智、岳玲、许家平、沈鹤鸣、

朱艳颖、文跃8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四章的有

关规定：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授予价

格与回购实施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孰低者回购注销。 拟回购注销的数量为252,560股，回

购价格为8.4429元/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计8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52,56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1,780,576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

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52,56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并按照相关规定对该部分股份于2019年10月21日

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514,220 0 105,514,22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6,621,136 -252,560 296,368,576

合计 402,135,356 -252,560 401,882,796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

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

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原因、回购数量和价

格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持续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

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关于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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