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000� � �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公告编号：2017-027

优先股代码：360003� � 360008� � �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1、浦发优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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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江宁路66号美琪大戏院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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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84,42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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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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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行长刘信义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4人，刘信义、潘卫东、王喆、乔文骏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

法亲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孙建平、陈正安、赵久苏、吴国元、耿光新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

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3、公司党委书记高国富，副行长徐海燕、刘以研、王新浩、谢伟,董事会秘书穆矢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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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332,373 99.9194 6,640,081 0.0588 2,456,982 0.0218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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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482,153 99.9207 6,481,021 0.0574 2,466,262 0.0219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和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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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281,759 99.3518 70,898,795 0.6283 2,248,882 0.0199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按当年税后利润30%的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共计155.09亿元；

（2）提取一般准备98.55亿元；

（3） 以2016年末普通股总股本21,618,279,92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元人民币

（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43.24亿元；以资本公积按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人民币64.85亿元。

上述方案执行后， 结余的未分配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的有关要求， 留做补充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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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9,602,850 99.8686 13,210,152 0.1171 1,616,434 0.014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17年度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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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917,196 99.9246 5,308,238 0.0470 3,204,002 0.0284

6.00� �审议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董事候选人高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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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2,604,412 99.8952 8,701,416 0.0771 3,123,608 0.0277

6.02、议案名称：董事候选人傅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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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746,781 99.9231 5,549,047 0.0492 3,133,608 0.0277

6.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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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737,531 99.9230 5,560,347 0.0493 3,131,558 0.0277

7.00� �审议公司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监事候选人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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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795,416 99.9235 5,132,867 0.0455 3,501,153 0.0310

8、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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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474,998 99.9206 5,656,050 0.0501 3,298,388 0.0293

9、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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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871,630 99.4001 32,743,323 0.5905 522,219 0.0094

关联股东决议表决。

10、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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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223,700 99.4064 31,892,553 0.5751 1,020,919 0.018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一)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8,326,317,0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1,714,245,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1,229,040,586 98.8080 13,210,152 1.0620 1,616,434 0.13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4,611,155 89.4999 1,510,008 9.2495 204,164 1.2506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214,429,431 98.9318 11,700,144 0.9531 1,412,270 0.115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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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公司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2,943,285,828 99.4988 13,210,152 0.4466 1,616,434 0.0546

5

审议公司关于

2017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949,600,174 99.7122 5,308,238 0.1794 3,204,002 0.1084

6.01

董事候选人高国富

2,946,287,390 99.6003 8,701,416 0.2942 3,123,608 0.1055

6.02

董事候选人傅帆

2,949,429,759 99.7065 5,549,047 0.1876 3,133,608 0.1059

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维中

2,949,420,509 99.7062 5,560,347 0.1880 3,131,558 0.1058

7.01

监事候选人孙伟

2,949,478,394 99.7081 5,132,867 0.1735 3,501,153 0.1184

8

审议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2,949,157,976 99.6973 5,656,050 0.1912 3,298,388 0.1115

9

审议公司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408,107,919 97.6921 32,743,323 2.2717 522,219 0.0362

10

审议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408,459,989 97.7165 31,892,553 2.2127 1,020,919 0.07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9、10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9、10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鑫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江宪、汪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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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12� � �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2017-017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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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公司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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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1,74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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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9.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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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任伟理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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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4人，董事李文海、石丹因公出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徐国政、王天也、李涛因

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俊涛、监事胡延伟因公出未能出席会议；

3、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副总经理孙鹏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张五杰、李广辉、李旭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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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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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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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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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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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70,330 99.9865 72,980 0.013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情况及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安排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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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257 90.6170 138,880 9.383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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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9,630 99.9753 133,680 0.024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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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9、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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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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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407,157 95.0693 72,980 4.9307 0 0.0000

6

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

情况及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安

排情况的议案

1,341,257 90.6170 138,880 9.3830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345,457 90.9008 134,680 9.099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议案六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平高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半牧、鞠慧颖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众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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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312� � �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编号：临2017-016

债券代码：122459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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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高集团” ）增持计划为自首次增持之日（2017年1月4

日）起12个月（截止2018年1月3日）内，增持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不低于13,

569,213股（即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27,138,426股（即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日，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42,775,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

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收到控股股东平高集团函告，称自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25日，其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平高电气股份6,687,351股，占平高电气总股本的0.492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平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前，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22,518,94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8.51%。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平高集团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2017年1月4日）起12个月（截止2018年1月3日）内，增持公司股份不低

于13,569,213股（即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27,138,426股（即公司总股本的2%）。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月

5�日、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2017-001号、临2007-002号公告。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2017年1月4日， 平高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902,32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65%，本次增持后，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23,421,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742%。

从2017年1月16日起至2017年3月1日，平高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666,

8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335%，本次增持后，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36,088,1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51%。

从2017年3月2日起至2017年4月25日， 平高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687,

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28%，本次增持后，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42,775,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平高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平高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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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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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和股东大会授权，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董事会同意向符合条件的361名激励对象授予2,57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4月25日。现对

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本计划” ） 已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本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本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其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联化科技A股普通股。

2、本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为2,579万股的限制性股票，约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900,112,

056股的2.87%。 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3、本计划下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7.98元。

4、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总人数为361人。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5、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计算的48个月与实施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锁完毕或回

购注销完毕之较早者。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锁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均自授予之日起计。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在解锁日后，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未

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次解锁， 即各个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可分别解锁 （或由公司回购注

销）占其获授总数40%、30%、30%的限制性股票。

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时间安排

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比

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为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锁事宜

40%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为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锁事宜

30%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的，为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锁事宜

30%

6、限制性股票解锁的业绩条件

本计划在2017-2019年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

到业绩考核指标作为激励对象解锁的必要条件。 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6

年工业业务收入为基数，

2017

年工业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6

年工业业务收入为基数，

2018

年工业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6

年工业业务收入为基数，

2019

年工业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本计划计算业绩指标所用的工业业务收入为合并报表口径主营业务分行业之工业业务收入为计算依

据。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2017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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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计划发表

了独立意见。

2、 2017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核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 2017年3月30日，公司监事会出具《监事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核查

意见的说明》，认为本次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任职资格，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

励》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公

司已经通过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及各子公司公告栏等方式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

示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3月5日。 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对于公示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异

议。

4、 2017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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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

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5、 2017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以及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计划的

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只有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激励对象方可获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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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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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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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授予日为交易日，且不为上述不符合规定的区

间日。 本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361名激励对象授予2,579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鉴于激励对象中的董事彭寅生、董事George� Lane� Poe、高级副总裁Andreas� Paul� Franz� Winterfeldt及其

他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及授

予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76名调整为361名，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2,800万股调整为2,579万股。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2017年4月调整后）》。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授予股票种类：公司A股普通股

2、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3、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17年4月25日

4、授予价格：每股7.98元。

5、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361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79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2.87%。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何春 董事、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樊小彬 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陈飞彪 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张贤桂 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许明辉 财务总监

25 0.97% 0.03%

小计

165 6.40% 0.18%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合计

356

人）

2,414 93.60% 2.68%

合计

2,579 100.00% 2.87%

注1、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注2、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注3：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信息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

注4：本计划激励对象中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5名，分别为何春 、樊小彬、陈飞彪、张贤桂、许明辉，在

授予日前6个月内无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注5：合计数与各子项相加结果的不一致是由于计算尾差造成的。

6、本计划的实施不会存在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7、公司历次权益分派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价格和数量不存在影响和需要调整的情况。

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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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4月25日，根据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5

日出具的《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支付股份的公允价值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7）第2047

号），以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确认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

经测算，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总成本为10,259.26万元，按照各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比例在各年

度进行分摊的成本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摊销

4,715.27 3,916.21 1,344.95 282.83 10,259.26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本次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

励对象依本计划认购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

得的收益，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4月25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亦符合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规定。

2、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符合《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

成就。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7年4月25日， 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36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八、监事会对授予条件成就及激励对象核实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经核查， 公司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

所有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

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

权益的条件已成就。

综上，监事会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定为2017年4月25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361名激励对象授予2,579万股限制性股票。

九、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调整及授予具有法定理由且

已按法定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及授予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及《股权激励计划》之

规定，合法、有效。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6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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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在联化科技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萍女士召集和

主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董事彭寅生、George� Lane� Poe、何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

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鉴于激励对象中的董事彭寅生、董事George� Lane� Poe、高级副总裁Andreas� Paul� Franz� Winterfeldt及其

他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及授

予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76名调整为361名，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2,800万股调整为2,579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8）。

二、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彭寅生、George� Lane� Poe、何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

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

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

定授予日为2017年4月25日，向符合授权条件的36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9万股，授予价格为7.98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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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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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在联化科技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王小会先生召集和主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激励对象中的董事彭寅生、董事George� Lane� Poe、高级副总裁Andreas� Paul� Franz� Winterfeldt及其

他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及授

予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376名调整为361名，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总数由2,800万股

调整为2,579万股。

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本次调整因激励对象离

职取消授予限制性股票或个人原因放弃本次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且均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未超出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对象范畴。 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

对象合法、有效。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监事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公司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所有激励

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

件已成就。

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定为2017年4月25日，并同意向

符合授予条件的361名激励对象授予2,579万股限制性股票。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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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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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根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本次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6、 2017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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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计划发表

了独立意见。

7、 2017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核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8、 2017年3月30日，公司监事会出具《监事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核查

意见的说明》，认为本次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任职资格，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

励》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公

司已经通过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及各子公司公告栏等方式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

示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3月5日。 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对于公示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异

议。

9、 2017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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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

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10、 2017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

计划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

鉴于激励对象中的董事彭寅生、董事George� Lane� Poe、高级副总裁Andreas� Paul� Franz� Winterfeldt及其

他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及授

予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76名调整为

361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800万股调整为2,579万股。

调整后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何春 董事、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樊小彬 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陈飞彪 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张贤桂 高级副总裁

35 1.36% 0.04%

许明辉 财务总监

25 0.97% 0.03%

小计

165 6.40% 0.18%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合计

356

人）

2,414 93.60% 2.68%

合计

2,579 100.00% 2.87%

注1：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注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注3：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信息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

注4：合计数与各子项相加结果的不一致是由于计算尾差造成的。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成本和经

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激励对象中的董事彭寅生、董事George� Lane� Poe、高级副总裁Andreas� Paul� Franz� Winterfeldt及其

他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及授

予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核查，公司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

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监事会对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调整因激励对象离职取消

授予限制性股票或个人原因放弃本次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且均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未超出

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对象范畴。 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六、律师的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调整及授予具有法定理由且

已按法定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及授予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及《股权激励计划》之

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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