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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97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9%）

- 13330.36

标的企业是全国跨境电商首批试点企业，主营业务为以跨境电子商务方式，从事母

婴食品、母婴用品为主的母婴类产品的境内外贸易及零售业务。 2018年10月成功登

陆“新三板” 。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199.7324

2 成都渝三峡油漆有限公司100%股权 24678.42 24545.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成洛路以北、 跃进路以东

的一宗工于2007年取得，出让年限至2057年6月19日止，土地面积54617.96平方米。

该宗地现城市规划用途为住宅、住宅兼商业用地，规划容积率为2.5，出让净地面积

59亩（39333.53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4546

3 重庆医药公信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5%股权 2365.27 2096.58

标的企业致力打造“互联网医疗+B2B2C+O2O” 线上线下互融互通的医药电商新

模式， 实现医和药相结合的服务闭环。 已发展门店共329家 （含加盟店及直营店5

家），覆盖重庆市24个区县。 建立了远程医药咨询平台，实现在线咨询，医生在线开

具用药建议，药师在线审核，公信网门店接收用药建议并指导消费者购买药品等核

心功能。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41.309

4 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5%股权 291329.57 100091.36

标的企业是国家科技部认可的国内首家以“科技融资租赁” 为主要服务手段的全国

性综合金融服务公司，西部地区首家直接兼营商业保理的租赁企业，主要从事直接

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项目租赁、跨境租赁等融资租

赁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5600

5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土地

性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估

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

1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智能

交通系统设备制造、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2 重庆颐天展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本金为294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开发运

营重庆市巴南区鱼洞组团P分区P07-03/01号宗地，该宗地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37,492平

方米，规划计容面积约82,484平方米（其中商业16,496.8平方米，住宅65,987.2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3060万元 51%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231)仅反映投资账

户截止 2019年 12月 12日的投资单位

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

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

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

顺延。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

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7326�

20.9010�

34.6997�

15.1201�

11.9128�

15.7913�

12.4656�

13.5349�

10.7964�

5.6543�

10.6013�

10.5013�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证券代码：

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

2019-096

债券代码：

143083

债券简称：

17

金诚

01

债券代码：

155005

债券简称：

18

金诚

01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8

金诚

01

”公司债券第二次回售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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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售代码：100934

回售简称：金诚回售

回售价格：100.88元/张，其中0.88元为自2019年11月6日至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前一日期间的利息

回售申报日：2019年11月29日、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3日、2019年12月4日和2019年12月5日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80,000手（1手为10张，每张回售价格100.88元）

回售金额：80,704,000元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12月19日

根据2019年11月20日召开的“18金诚01”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关于“18金诚01” 补充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的议案》，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

司” ）于2019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8金诚01” 公司债

券第二次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并于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1月27日和2019年11月28

日分别披露了公司关于“18金诚01” 公司债券第二次回售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提示性公告，“18

金诚01” 的债券持有人可在回售申报期（2019年11月29日、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3日、2019年12月4

日和2019年12月5日）内，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8金诚01” 债券申报回售，回售的价格为100.88元/张。

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发布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8金诚01” 公司债券第二次回售申

报情况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回售申报的统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80,000手，回售金额为80,704,000元。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

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记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7个交易

日之间（即2019年11月29日-2019年12月10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18金诚01” 公司债券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80,000手，回售金额为80,704,000

元。 此次公司债券回售资金将按照规定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并

将于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12月19日划付至相关投资者资金账户。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8金诚01” 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0手（总面值人民币0元）。

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8金诚01” 公司债券第二次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88），本公司将于2019年12月19日后，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注销。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733

证券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47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股票代码：002733

信息披露义务人：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京山县新市镇轻机大道335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12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雄韬电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机构或人员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雄韬股份、公司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减持雄韬股份股份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名称：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山轻机” ）

2、注册地：京山县新市镇轻机大道335号

3、法定代表人：孙友元

4、注册资本：9776万人民币

5、注册登记证号：914208217739124580

6、企业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公司主要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李健 6168.96万 63.10%

李媛 684.26万 7.00%

李玉洁 293.26万 3.00%

周世荣 195.5万 2.00%

汪智强 195.5万 2.00%

徐全军 195.5万 2.00%

董方祥 195.5万 2.00%

谢为 195.5万 2.00%

罗贤旭 195.5万 2.00%

左军 127.08万 1.30&

徐永清 97.76万 1.00%

张典学 97.76万 1.00%

付凡 97.76万 1.00%

戴正明 97.76万 1.00%

林家奎 97.76万 1.00%

范德金 97.76万 1.00%

熊学凯 97.76万 1.00%

陈昭俊 97.76万 1.00%

桂忠华 97.76万 1.00%

刘芝大 97.76万 1.00%

彭星明 68.44万 0.6%

张兴 48.86万 0.5%

金国明 48.86万 0.5%

李章贵 48.86万 0.5%

喻其孝 48.86万 0.5%

杨家俊 29.32万 0.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职务

孙友元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李士发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李健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李明辉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谢春安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雄韬股份股份外，还持有以下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000821 848.29万 1.58%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其持有的雄韬股份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2019年6月24日披露了股份减持计划，详见巨潮资讯网《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1：京山轻机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

其所持有的雄韬股份股份的可能，并将严格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2019年7月15日）， 京山轻机持股数为23,161,872股， 占雄韬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

6.62%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9年7月16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为5,923,837股，减持比例1.6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2019年12月12日），京山轻机仍还有雄韬股份数量为17,238,035股，占雄韬股份

总股本的4.92%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1、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变动均价

（元/股）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京山轻机控

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减持

2019 年 7 月 16 日

-2019年12月12日

21.88 5,923,837 1.69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3,161,872 6.62% 17,238,035 4.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161,872 6.62% 17,238,035 4.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备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京山轻机持有雄韬股份17,238,035股，占公司股本比例的4.92%，累计质押8,830,

700股雄韬股份股份，质权人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质押期限自2018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3日，其他股

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起前6个月内未有买入雄韬股份股票的情况， 在前6个月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雄韬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卖出股票 买入股票

股票种类

数量（股）

平均价格

（元）

数量（股）

平均价格

（元）

1

2019 年 7 月 16 日

-2019年12月12日

5,923,837 21.88 - -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1、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2、承诺履行情况

京山轻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与招股说明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股份减持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 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两年后，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在锁定期届满后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雄韬股份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25%；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

内，减持数量不超过雄韬股份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50%

在减持所持雄韬股份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通过京山轻机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原董事李健先生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其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直接或间接所持

雄韬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于发行价。 李健先生已

于2015年7月24日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截止目前，京山轻机、李健先生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

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19年12月13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董事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68851118

联系人：林伟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雄韬股份 股票代码 0027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湖北省京山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持股数量：17,238,035

持股比例：4.9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变动数量：17,238,035

变动比例：4.9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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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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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份数量为5,589,900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76%，解锁的激励对象共计428人。

2、 本次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17日。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千方科技” ）于2019年12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

部分设定的第一个限售期已经于2019年12月2日届满且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12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6）。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董事会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了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2018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18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监事会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3、 2018年11月27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 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制定〈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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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11月30日为首次授予日，向449名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962.70万股，授予价格为6.1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就激励对象资格发表了核查意见。

6、 在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过程中，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 因此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49名调整至435名，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

962.70万股调整为1,901.30万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435名激

励对象1,901.3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2月28日。

7、 2019年4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4,000股，回购价格为6.17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

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28%、0.00%，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48,662.5775万股减少至148,657.1775万股，注册资本也相应由148,662.5775万元

减少至148,657.1775万元。

8、 2019年5月8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回购注销2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4,000股，回购

价格为6.17元/股。 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回购注销登记事项。

9、 2019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

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将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由6.17元/股

调整为6.11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0、 2019年7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名因个人原因离职及1名不幸因病

去世且非因执行职务死亡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2,0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

总股本的0.48%、0.01%，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至148,647.9775万股，注册资本减少

至148,647.9775万元。

11、 2019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

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46,0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分别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77%、0.01%，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至148,633.3775万股，注册资本减少至148,633.3775万元。

12、 2019年11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按照授予价格8.75元/股，向184名激励对象

授予439.4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2019年11月26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

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

13、 2019年12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8,0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46%、0.01%，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至148,624.5775万股，注册资本减少至148,624.5775万元。

14、 2019年12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对

符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42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589,9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独立董事对上

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15、 2019年12月1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

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6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官网（http://www.ctfo.com）进行了公示，监事会出具了对预留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二、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1、 公司于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以公司当时总股本1,486,625,775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共计派发81,764,417.63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将本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6.17元/股调整为6.115元/股。

2、 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有6名激励对象已离职，1名激励对象不幸因病去世

且非因执行职务死亡，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

节/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辞退、裁员

而离职，或者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而死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公司有权回购注销。 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对上述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8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事项，公司尚未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回购

注销登记事项和在工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事项。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一致。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人员与已披露的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

三、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

期分别为自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首次授

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为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11月30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8年12月28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19年12月2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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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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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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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相比2017年，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5.67%。

（2017年净利润指2017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64,668,314.85元。 ）

公司2018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未扣除本次激励计划激励成本前的净利

润为767,127,198.21元， 相比2017年净

利 润 364,668,314.85 元 增 长 率 为

110.36%，公司业绩满足考核要求。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解锁系数：合格1.00，不合格0；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锁系

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未能解除限售的当期拟解锁份

额，由公司回购注销。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

428名激励对象2018年度考核结果均达

到“合格1.00” 。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已经成就。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现有428名

激励对象的相关解锁事宜。

四、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锁激励对象共计428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5,589,900股，实际上市流通股份

数量5,589,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86,625,775股的0.376%，具体如下：

本次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及人数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共428人）

18,633,000 5,589,900 13,043,100

注：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计435人，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013,000股，其中6人

在本次解锁前离职、1人不幸因病去世且非因执行职务死亡，上述7人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80,000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办理428人限制性股票解锁。

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58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428名。

六、 股份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38,814,468 36.24% -5,589,900 533,224,568 35.87%

高管锁定股 263,130,553 17.70% 0 263,130,553 17.70%

首发后限售股 256,670,915 17.27% 0 256,670,915 17.2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013,000 1.28% -5,589,900 13,423,100 1.2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47,811,307 63.76% 5,589,900 953,401,207 63.77%

三、股份总数 1,486,625,775 100.00% 1,486,625,775 100.00%

注：1、 上表中变动前股权激励限售股19,013,000股， 包含公司应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380,000

股， 公司尚未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回购注销登记事项和在工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

股本事项。

2、2019年11月26日，公司按照授予价格8.75元/股，向184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439.40万股限制性

股票， 公司尚未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事项和在工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

本事项。上表中变动前股权激励限售股19,013,000股为公司首次授予部分，不包含预留授予的439.40万

股股份。

3、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七、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

5、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６４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

３

，

６６７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２

，

２０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６６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９８％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安达”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40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

227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为 4,408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85.6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322.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深圳科安达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9年 12月 17日（T-1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9年 12月 9日刊登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上的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16 日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1,769.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核同意，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575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769.00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8.4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176.4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04.1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9 年 12 月 17 日（T-1 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