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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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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19年10月21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29.28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8000万股的0.366%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 ）规定的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确定2019年10月21日为授予日，以6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8万股限

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核实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

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19年9月24日至2019年10月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10月9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19-018）。

3、2019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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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年10月15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2019-020）。

4、2019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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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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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2）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9年10月21日，并同意以65元/股的

授予价格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8万股限制性股票。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9年

10月21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

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9年10月21日，同意以6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21名激励对

象授予29.28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9年10月21日

2、授予数量：29.28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8000万股的0.366%

3、授予人数：21人

4、授予价格：6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

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且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

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其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

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

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的规定应

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根据激励对象司龄不同，将激励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激励对象为在公司连续任职1年以上员工，合

计19人，第二类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1年以下员工，合计2人，公司对两类激励对象分别设置了不同的

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第一类激励对象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三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四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二类激励对象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2020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2020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二个归属期

2021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2021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三个归属期

2022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2022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四个归属期

2023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2023年公司年度报告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王珏 中国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8,000 2.7322% 0.0100%

Benjamin�Lei�Mung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160,000 54.6448% 0.2000%

姜江建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2,000 4.0984% 0.0150%

符运生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2,000 4.0984% 0.0150%

王强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2,000 4.0984% 0.0150%

Ivan�Grokhotkov 俄罗斯 核心技术人员 12,000 4.0984% 0.0150%

AmeyDattatrayInamdar 印度 核心技术人员 8,000 2.7322% 0.0100%

Kedar�Suresh�Sovani 印度 核心技术人员 8,000 2.7322% 0.0100%

巫建刚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6,000 2.0492% 0.0075%

王栋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3,000 1.0246% 0.00375%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11人）

51,800 17.6912% 0.06475%

合计（21人） 292,800 100% 0.366%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

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 公司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为2019年10月21日， 并同意以授予价格65元/股向符合条件的2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8万股限制性股

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根据公司自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参与本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无董事参与）在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每股股份支付费用。 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对授予的29.28万

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进行了测算， 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 （公司

2019年10月21日收盘价）-授予价格，为81.05元。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

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

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373.14 199.01 974.72 638.71 357.25 168.00 35.46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同时此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

而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乐鑫科技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公司与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权益的情况，授予条件已成就。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激

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关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乐鑫信息科技 （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公司不存在不符合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

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二）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

（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四）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五）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截止授予

日）。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代码：

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2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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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 或“公司” ）于2019年10月21日在公

司1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9年10月14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到会董事7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TEO� SWEE� ANN（张瑞安）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TEO� SWEE� ANN（张瑞安）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

和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19年10月21日为授予日，授予价格为65元/股，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8万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19-021）。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为有效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加强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公司董事会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作，保证公司内部重大信息的有效传递、归集和管理，并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公平地披露所有对公司证券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董事会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

程》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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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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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19年10月21日在公司1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10月14日通过电话及

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子佳主持。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子佳女士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授予条件是否成

就进行核查，认为：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

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9年10月21日，并同意以6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2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8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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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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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蔡学彦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965,04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10%（因公司2019年6月28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445,000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0,574,706股，蔡学彦持股比例相应变更为5.14%）。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公

告》，详见（华懋科技公告：2019-008）。 蔡学彦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合计减持

其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5,965,04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华懋科技总股本的

5.14%。 其中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30,197股（因公司总股本变更，减持股数相应变更为

不超过3,105,747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公告之日起任

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260,394股 （因公司总股本变

更，减持股数相应变更为不超过6,211,494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 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不超过15,965,040

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14%。 其中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减

持期间为2019年3月28日至2019年9月24日，集中竞价减持期间为2019年4月

22日至2019年10月19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蔡学彦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2,

109,8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已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6,21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以上减持数量合计8,319,84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8%。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蔡学彦仍持有公司股份7,645,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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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学彦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965,040 5.14%

协议转让取得：12,280,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684,24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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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学彦 8,319,840 2.68%

2019/4/22～

2019/10/19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12.48－

17.94

105,981,763.44

未完成：7,645,

200股

7,645,20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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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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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东WI�

Harper� INC� Fund� VI� Ltd（以下简称“WI� Harper” ）持有苏州麦迪斯顿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644,4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999966%。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止2019年10月21日，WI� Harper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了2,822,200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99983%，其中，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257,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933%；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6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0050%。 本次减持后

WI� Harper持有公司股份2,82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9983%。 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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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Harper 5%以下股东 5,644,400 4.999966%

IPO前取得：4,031,714股

其他方式取得：1,612,68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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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WI�Harper 2,822,200 2.499983%

2019/9/4 ～

2019/10/21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25.50-31.60 74,419,017 2,822,200

2.499983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

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WI� Harper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WI� Harper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WI� Harper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后

续减持计划，具体实施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

否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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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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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1日收到大连隆泰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隆泰” 、“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9年9

月24日至10月18日期间，大连隆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开创国际无限售流通股1,200,000股，占

开创国际总股本的0.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连隆泰持有本公司股份4,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82%； 大连隆泰通过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的北方信托元宝34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股

份 7,667,73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18%。 至此，大连隆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067,731股，合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5.00%。

二、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2019年9月24日至10月18日期间， 大连隆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开创国际股份1,200,000

股，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

比例(%)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019/9/24～2019/10/18 集中竞价交易 1,200,000 0.50 4,400,000 1.82%

三、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开创国际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600,000 2.32% 4,400,000 1.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00,000 2.32% 4,400,000 1.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北方信托元

宝34号单一资金信托

合计持有股份 7,667,731 3.18% 7,667,731 3.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67,731 3.18% 7,667,731 3.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13,267,731 5.50% 12,067,731 5.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开创国际

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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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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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前，大连隆泰持有本公司5,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32%；大连隆泰通过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的北方信托元宝34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7,667,73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3.18%。 至此，大连隆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267,73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50%。 上述股份来源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12月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19年9月24日至10月18日期间， 大连隆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50%。

●本次减持届满后，大连隆泰持有本公司股份4,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1.82%；大连隆泰通过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的北方信托元宝34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7,667,731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3.18%。 至此，大连隆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067,731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0%。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4日、2019年4月30日、

2019年7月26发布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调整减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2019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大连隆泰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隆泰” ）《关于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减持上海开创国

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实施结果的通知》，现将减持股份情况作如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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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600,000 2.32% 非公开发行取得：5,600,000股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北方信托元宝34

号单一资金信托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667,731 3.18% 非公开发行取得：7,667,73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5,600,000 2.32% 实际控制人为励振羽先生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信托元宝34号单一资金

信托

7,667,731 3.18% 实际控制人为励振羽先生

合计 13,267,731 5.5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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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期间内，大连隆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开创国际股份1,200,000股，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北方信托元宝34号单一资金信托未减持。 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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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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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隆泰创

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200,000 0.50%

2019/9/24 ～

2019/10/18

集中竞价交

易

9.69－10.38 12,153,784.00

未 完 成 ：4,

400,000股

4,400,000 1.8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0/22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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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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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9年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21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除已经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无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9年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21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目前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它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截至目前，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

股权发生变化的事项；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四）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公开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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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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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公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19年

雅中-江西特高压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19年长治站

电厂1000KV送出配套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

目2019年第五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在2019年雅中-江西特高压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铁塔项目招标活动中，本公司为包11、包32的预

中标人；在2019年长治站电厂1000KV送出配套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铁塔项目招标活动中，本公司为

包5的预中标人；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19年第五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铁塔及构支架

项目招标活动中，本公司为包64的预中标人。 上述四个标包预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26,092.61万元，约占

本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11.87%。 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19年雅中-江西特高压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铁塔项目 （招标编号：

0711-19OTL13821001）共推荐35个标包，本公司为包11、包32的预中标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19年长治站电厂1000KV送出配套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铁塔项目 （招标编

号：0711-19OTL13321001）共推荐6个标包，本公司为包5的预中标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19年第五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铁塔及构支架采购项目（招标编

号：0711-19OTL00521001）共推荐77个标包，本公司为包64的预中标人。

二、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招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

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2019年雅中-江西特高压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铁塔项目

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73733.html

2019年长治站电厂1000KV送出配套工程线路材料招标采购铁塔项目

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73731.html

输变电项目2019年第五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铁塔及构支架采购项目

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73740.html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19年及2020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

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会根据项目

的进展情况另行予以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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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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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详见2018年10月25日《再升科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6））。

根据上述决议及授权事项，本次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一、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投资

主体

产品

名称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息日

赎回

时间

预期年化利率

实际年化利

率

收益金额（元）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

构性存款

5,000.00 2019-07-17 2019-10-17 3.60% 3.60% 453,698.63

二、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之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投资主体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元） 理财期限 到期收益（元） 状态

1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

本挂钩利率）开放型92天人

民币产品

1,000

2018.11.13-2019.0

2.13

103,342.46 已赎回

2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10.31-2018.1

2.28

282,054.79 已赎回

3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乾元-周周利” 开放式保

本理财产品

500

2018.11.21-2019.0

3.13

50,438.36 已赎回

4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乾元-周周利” 开放式保

本理财产品

1,000

2018.11.21-2019.0

7.03

204,821.92 已赎回

5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90天封闭式重庆

再升科技股份有限

2,000

2018.12.27-2019.0

3.27

196,273.97 已赎回

6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5,000

2019.01.04-2019.0

4.04

517,808.22 已赎回

7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5,000

2019.01.04-2019.0

7.04

1,041,369.86 已赎回

8

重庆造纸工业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1,200

2019.04.12-2019.0

5.13

29,556.16 已赎回

9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91天封闭式重庆

再升科技股份有限

2,000

2019.04.04-2019.0

7.04

189,479.45 已赎回

10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5,000

2019.04.12-2019.0

7.12

473,698.63 已赎回

11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5,000

2019.07.17-2019.1

0.17

453,698.63 已赎回

12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乾元-周周利” 开放式保

本理财产品

3,500

2018.11.21-随时赎

回

未到期 未赎回

合计 36,200 3,542,542.45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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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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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 ）为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委派常江先生、眭衍照先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负责开展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天国富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之一眭衍照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天国富证券现委派彭德强先生接替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继续履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为常江先生、彭德强先生。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附：彭德强先生简历

彭德强先生，保荐代表人，会计学学士和金融学硕士，现任中天国富证券总裁助理、投资银行创新融

资部总经理。 彭德强先生曾主持并参与了天源迪科创业板IPO、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IPO，燕京啤

酒可转债，招商轮船非公开发行，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庆钢铁重大资产重组，海鸥卫浴非

公开发行，重庆城投公司债券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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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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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和解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000,000股质押给台州红枫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此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8%，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10月17

日，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上述质押和解除质押均已办理完相关手

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7,559,647股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9%，累计股票质押数为35,87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5.42%，占公司总股

本的8.89%。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