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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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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137.4525万份

●股票期权拟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公司A股普通股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19年5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

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2019年5月8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18日，公司在公司云之家ERP管理系统、企业公告栏对激励计划对象

的姓名、职务、股票期权数量予以公示。 2019年5月22日， 公司披露了《再升科技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临2019-051），公司监事

会认为：列 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9年5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

事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再升科技关于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19-053）。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2020年5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2、2020年7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

大会授权，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2.18元/股调整为12.08元/股。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21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2.08元/股调整为12.03元/股。公司

监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三）股票期权授予后的调整情况

2021年4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4人离职，上述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公司拟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 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112,235份。 鉴于

1名激励对象2020年业绩考核等级为B， 公司拟注销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 期权合

计7,014份。综上，本次拟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合计119,249份。本次注销后，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39名调整为35名，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87.5304万份调整为275.6055�万份。

（四）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2021年4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行权

安排，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49.87%，35

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37.4525万份， 自2021年5月24� 日起至

2022年5月2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可进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

二、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

要》、《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已经满足，具体如下：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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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行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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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基数，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比2018年增长

不低于50%。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及2020年

审计报告，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比2018年增

长178.56%， 符合前述条件。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本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每年均依照《考核办法》及相关规定，对

激 励 对 象 个 人 进 行 年 度 绩 效 考 核 ：

1、4名激励对象离职，不符 合行权条件。公

司将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

权；

2、1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 人层面激

励对象考核为B， 其个人本年可行权额度

为 计划行权额度的80%，不可 行权的股票

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3、34名激励对象2020年个 人层面业

绩考核为A，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为符 合行权条件的35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相关行权事 宜。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行权数量：137.4525万份

（二）行权人数：35人

（三）行权价格：12.03元/股

（四）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公司A股普通股

（六）行权安排：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自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始至2022年5月20日止

（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5月20日）。

（七）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股）

可行权股票期权占授予股

票期权总量比例(%)

可行权股票期权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

公司其他管理层、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

心业务人员、子公司管理层、子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共35人）

137.4525 49.87 0.19

注： 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关于上述可行权名单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再升科技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 公司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 润同比2018年增长

178.56%，已满足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对公司业绩层面的考核要求；鉴于4名激励

对象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人层

面激励对象考核为B， 其个人本年可行权额度为计划行权额度的80%， 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

销；34名激励对象2020年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为A， 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且公司及激励对象不存在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其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35名激励对象在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后，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规定的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2）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包括公司整 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其作为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 括行权期、行权条件等

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不存在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 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6）本次行权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有

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等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 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推动公司中长

期目标的达成。

综上，我们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在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层面2020年度业绩已达到 考核目标，各激励对象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 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 规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的行权条 件已满足；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的行

权条件；本次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行权条件等事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 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七、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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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 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对象采用自

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 公司在授权 日采用 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根据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权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评估，即行 权模式的

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股票期权后，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 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

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关于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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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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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620.0331万份

●股票期权拟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公司A股普通股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19年5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

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2019年5月8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18日，公司在公司云之家ERP管理系统、企业公告栏对激励计划对象

的姓名、职务、股票期权数量予以公示。2019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再升科技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临2019-051），公司监事会认

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9年5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

事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再升科技关于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19-053）。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2019年6月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调整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年7月2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为1976.90万份，激励对象170人，行权价格为人民币6.78元

/份。

3、2020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2020年5月14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元 （含税）； 公司已于2020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再升科技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0-080）。 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78�元/股调整为6.68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21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68元/股调整为6.63元/股。 公司监

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股票期权授予后的调整情况

2020年5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决定注

销上述人员股票期权合计406,702份；鉴于12名激励对象因2019年度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结果为B，决定注

销上述人员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72,595份期权。 本次注销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人数由170名调整为166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976.90万份调整为1928.9703万份。

2021年4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4人离职，上述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公司拟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234,300份。 鉴于10

名激励对象2020年业绩考核等级为B，公司拟注销上述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73,824份。 综上，本次拟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合计308,124份。 本次注销后，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66名调整为162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928.9703

万份调整为1898.1579万份。

（四）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2020年5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行权

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2.75%，

16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31.6961万份， 自2020年6月4日起至

2021年6月3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可进行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

2021年4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行权

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2.66%，

16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20.0331万份， 自2021年6月4日起至

2022年6月3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可进行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

二、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具体如下：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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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行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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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基数，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比2018年增长

不低于50%。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

审计报告，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比2018年增

长178.56%，符合前述条件。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本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每年均依照《考核办法》及相关规定，对

激励对象个人进行年度绩效考核：

1、4名激励对象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 公

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2、10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人层面

激励对象考核为B， 其个人本年可行权额

度为计划行权额度的80%， 不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3、152名激励对象2020年个人层面业

绩考核为A，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会认为，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

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62名激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相关行权事宜。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行权数量：620.0331万份

（二）行权人数：162人

（三）行权价格：6.63元/股

（四）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公司A股普通股

（六） 行权安排：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自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始至2022年6月3日止

（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3日）。

（七）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股）

可行权股票期权占授予

股票期权总量比例(%)

可行权股票期权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刘秀琴 副董事长 19.5419 1.03 0.03

2 刘晓彤 董事、总经理 18.018 0.95 0.03

3 陶伟 董事 10.2489 0.54 0.01

4 易伟 董事 11.0419 0.58 0.02

5 秦大江 副总经理 13.5616 0.71 0.02

6 周凌娅 副总经理 14.1463 0.75 0.02

7 于阳明 副总经理 10.905 0.57 0.02

8 杨金明

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

14.1632 0.75 0.02

9 谢佳 副总经理\董秘 14.4732 0.76 0.02

公司其他管理层、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

业务人员、子公司管理层、子公司中层管理

人员、核心业务人员（共153人）

493.9331 26.02 0.69

合计 620.0331 32.66 0.86

注：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关于上述可行权名单详

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再升科技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 公司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同比2018年增长

178.56%，已满足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对公司业绩层面的考核要求；鉴于4名激励对

象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人层

面激励对象考核为B， 其个人本年可行权额度为计划行权额度的80%， 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

销；152名激励对象2020年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为A， 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且公司及激励对象不存在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其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162名激励对象在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后，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规定的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2）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其作为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行权条件等事

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不存在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6）本次行权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有

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等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推动公司中长期

目标的达成。

综上，我们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在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层面2019年度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各激励对象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的行权条件已满足；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

条件；本次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行权条件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

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七、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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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据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对象采用自主

行权方式进行行权。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 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

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权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评估，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

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股票期权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

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关于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首次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 �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59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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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有关股票期权自主

行权有关规定，结合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工作，现

对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时间进行限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将于2021年6月17日进入第二个行权期（期

权代码：0000000333），行权期为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3日。

二、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将于2021年6月17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期权代码：

0000000530），行权期为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5月20日。

三、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限制行权期为2021年6月21日至2021

年7月12日， 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限制行权期为2021年6月21日至2021年7月12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1857�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2021-01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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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8号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297,606,99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8,405,491,4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892,115,5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8523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1.0866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57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戴厚良先生主持。 本次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董事刘跃珍先生、焦方正先生、独立董事德地立人先生和西蒙·亨利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监事张凤山先生、付锁堂先生和刘宪华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3、 董事会秘书柴守平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03,021,592 99.998336 2,464,000 0.001660 5,900 0.000004

H股 6,689,158,846 97.055234 201,649,959 2.925807 1,306,700 0.018959

普通股合

计：

155,092,180,438 99.867721 204,113,959 0.131434 1,312,600 0.000845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02,822,492 99.998202 2,363,100 0.001592 305,900 0.000206

H股 6,714,602,646 97.424407 176,034,459 2.554142 1,478,400 0.021451

普通股合

计：

155,117,425,138 99.883976 178,397,559 0.114875 1,784,300 0.001149

3、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393,299,192 99.991784 12,186,400 0.008212 5,900 0.000004

H股 6,543,217,275 94.937719 347,745,830 5.045560 1,152,400 0.016721

普通股合

计：

154,936,516,467 99.767485 359,932,230 0.231769 1,158,300 0.000746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05,091,492 99.999730 399,900 0.000270 100 0.000000

H股 6,862,252,705 99.566711 29,107,100 0.422324 755,700 0.010965

普通股合

计：

155,267,344,197 99.980513 29,507,000 0.019000 755,800 0.000487

5、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05,091,492 99.999730 394,100 0.000266 5,900 0.000004

H股 6,862,168,105 99.565483 29,079,500 0.421924 867,900 0.012593

普通股合

计：

155,267,259,597 99.980459 29,473,600 0.018978 873,800 0.000563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更换2021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01,592,297 99.997373 3,579,495 0.002412 319,700 0.000215

H股 6,724,450,128 97.567287 166,505,577 2.415885 1,159,800 0.016828

普通股合

计：

155,126,042,425 99.889525 170,085,072 0.109522 1,479,500 0.000953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96,566,198 99.791837 308,525,394 0.207894 399,900 0.000269

H股 3,240,499,742 47.017490 3,650,159,063 52.961374 1,456,700 0.021136

普通股合

计：

151,337,065,940 97.449709 3,958,684,457 2.549095 1,856,600 0.001196

8、 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04,997,492 99.999667 396,100 0.000267 97,900 0.000066

H股 6,884,510,905 99.889662 6,005,100 0.087130 1,599,500 0.023208

普通股合

计：

155,289,508,397 99.994785 6,401,200 0.004122 1,697,400 0.0010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0 年 度 利

润分配方案

1,522,752,356 99.973739 399,900 0.026255 100 0.000006

7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 相

关担保事项的

议案

1,214,227,062 79.718031 308,525,394 20.255715 399,900 0.026254

8

关于给予董事

会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

授权事宜的议

案

1,522,658,356 99.967567 396,100 0.026005 97,900 0.0064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周璐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0日

股票代码：000301�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1-076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债券代码：114578� � � � � � � �债券简称：19盛虹G1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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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的《江苏东方盛虹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中已详

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决策、 审批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截至本公告日，除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

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后续进展公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交易对手方合计持有的江

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东方盛虹，股票代

码：000301）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盛虹转债，债券代码：127030）自2021年4月26日开市时起

开始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6日、2021年5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9）。

2021年5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公司同时披露了《关于披露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5月13日开市起复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目前，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取得前述

审批、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审批、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 在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事项

的股东大会通知前，每30日公告一次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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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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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投资者。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

小投资者意见，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民主性。 互动邮箱 ：db@sunward.com.cn； 互动电话 ：

0731-86407826。

3、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6月10日15:30在本公司办公楼407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6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10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10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清华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5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山河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424,231,3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00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48,790,2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68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275,441,1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32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5,791,9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3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9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5,292,7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867%。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逐项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329,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73%；反对9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9,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214%；反对9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周子豪、赵信子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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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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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二级市场对公司与华为的合作情况关注度较高。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参与了华

为鸿蒙系统的部分适配和商用落地工作，相关业务占公司整体业务比重较小，尚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较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相关公告，公司将根据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2021年6月9日、2021

年6月10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近期二级市场对公司与华为的合作情况关注度较高。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参与了华

为鸿蒙系统的部分适配和商用落地工作，相关业务占公司整体业务比重较小，尚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较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相关公告，公司将根据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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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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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7 2021/6/18 2021/6/18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1,858,11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230,068.12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7 2021/6/18 2021/6/1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07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

定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6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

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3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配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1-81989986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