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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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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7年2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

月27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9,000万元，自有资金不超过70,000万元，合计不超过89,000万元进行现
金管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已收回本金和收
益的情况
受托人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止日期

招行江山小
微企业专营
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
之步步生金8699号保本
理财计划

1,000

保本浮动收益类

2017.02.22-20
17.04.05

交行江山支
行

蕴通财富·生息365

2,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1.04-20
17.03.27

交行江山支
行

蕴通财富·生息365

2,000

2017.01.12-2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7.03.27

交行江山支
行

蕴通财富·生息365

2,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2.22-20
17.03.27

交行江山支
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32天

5,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1.09-20
17.02.10

一、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情况

招行江山小
微企业专营
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
日益月鑫理财计划

低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分别对此
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2017年2月14日和2017年3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江山欧派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5；《江山欧派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

2,000

不保障本金且不保 2017.03.28-20
证理财收益
17.04.27

到期收回情况

产品预期
年化收益
率（%）

本金（万元）

收益（元）

3.28

1,000

36,821.92

2.80-3.20

6,000

244,684.95

3.30

5,000

144,657.53

4.0904

2,000

67,240.00

486,164.38

受托人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

交行江山支
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91天

5,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2.21-20
17.05.23

3.90

5,000

工行兰考支行

工银小微金融专属“
随心E” 人民币理财
产品

2,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0-随
时可赎回

2.70-3.50

交行江山支
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A提升
93天

2,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2.27-20
17.05.31

3.60

2,000

工行兰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日升月恒” 收益递增型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0-随
时可赎回

2.10-3.30

交行江山支 蕴通财富·日增利A提升
93天
行

3,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2.27-2
017.05.31

3.60

3,000

中行兰考支行

中银基智通理财计划-流动性增强系列
【A17155-5】期

5,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0-201
7.09.20

4.50

工行江山支行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定向）2017年
第12期

3,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3-201
7.10.17

3.50

工行江山支
行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
2017年第12期A款(拓户
产品）

5,5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4-20
17.05.31

3.20

5,500

226,630.14

工行江山支行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定向）2017年
第12期

7,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3-201
7.10.17

3.50

工行江山支
行

4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4-20
17.05.31

3.20

400

16,482.19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7年第12期B
款(拓户产品）

1,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4.14-201
7.08.13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
2017年第12期A款(拓户
产品）

工行江山支行

3.40

交行江山支行

“
蕴通财富·久久养老” 日盈

2,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5.24-随
时可赎回

3.20-3.40

招行江山小
微企业专营
支行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
计划B款

2,000

不保障本金且不保 2017.05.03-20
证理财收益
17.06.02

4.10

2,000

67,400.00

工行江山支行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7年第19期B
款（拓户产品）

5,5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6.02-201
7.10.18

3.50

3,000

开放式、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7.01.07-20
17.06.10

4.317147

3,000

561,229.11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91天

2,000

保证收益型

2017.06.05-201
7.09.04

工行江山支
行

交行江山支行

3.90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开放
净值型理财产品2014年
第3期(浙)14ZJ003J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
工行江山支
2017年第5期B款（拓户
行
产品）

8,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3.02-20
17.06.11

3.20

8,000

708,383.56

宁波银行杭 可选期限理财4号（预约
州余杭支行
式）

5,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3.28-20
17.06.23

4.00

5,000

476,712.33

交行江山支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31
天
行

2,500

保证收益型

2017.06.05-20
17.07.06

3.80

2,500

80,684.93

招行江山小微企
业专营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增利系列333号
理财计划

不保障本金及理财收 2017.06.06-201
益
7.08.24

4.40

1,500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6.12-201
7.08.13

4.3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6.15-201
7.08.24

3.50

不保障本金且不保证 2017.06.16-201
理财收益
7.08.14

4.35

保证收益型

2017.06.22-201
7.08.24

3.95

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27,000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06.27-201
7.08.24

4.20

余额为25,500万元。

提供本金及保底利息 2017.06.28-201
的完全保障
7.09.29

3.90

2017.07.17-201
7.10.15

4.05

中银稳富-融荟系列理财计划（63天）

工行江山支行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7年第21期A
款（拓户产品)

8,000

招行江山小微企
业专营支行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计划B款

3,000

交行江山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63天

2,000

宁波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可选期限理财4号（预约式）

2,000

招行江山小微企
业专营支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CHZ00237

3,000

宁波银行杭州余
杭支行

智能定期理财4号

2,500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458,630.14

2,000

中行兰考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52,5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8日

公告编号：2017-040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武警福建省总队自组网设备采购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标合同概述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武警福建省总队会议终端、监控平台、自组网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2017）建融招字第059号】合同包三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2,926,000.00元。本
次项目中标后续合同签订和实施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属公司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二、中标项目介绍
1、招标人：武警福建省总队；
2、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编号：（2017）建融招字第059号；
4、项目名称：武警福建省总队会议终端、监控平台、自组网设备采购项目合同包三"专网一
体机"采购；
5、中标金额：2,926,000.00元；
6、履约期限：合同签订后20天内供货并安装完毕；
7、项目实施地：以招标人指定地点为准；
8、项目介绍：
本次中标项目由公司提供160套集成无线专网、高清摄像、循环锂电池供电等功能的专网
一体机。该产品将自组网技术同监控产品紧密融合，能够便捷、快速部署监控，从而实现提高临
时重点区域安保等级。

证券代码：600665

证券简称：天地源

9、公司与武警福建省总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无线自组网作为一种分布式网络，是一种自治、多跳网络，整个网络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
固定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在不能利用或者不便利用现有运营商公共网络情况下，提供通信
终端之间的IP数据传输和音视频实时通信等。自组网在军事通信、会议通信保障、应急通信等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市场前景。
本次项目中标系公司自组网产品应用中国移动应急通信场景后， 在其他应用领域的新拓
展，体现公司自主研发的自组网产品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对公司该业务市场拓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次产品项目作为武警福建省总队提供某大型会议的通信保障措施，有望为公司在该应用
场景积累宝贵的客户资源和项目经验。该项目中标，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较积
极的影响。
公司将在电信运营商应急通信、会议通信保障等自组网应用领域继续拓展客户的同时，积
极拓展自组网各类应用领域，不断提升无线自组网在公司业务的收入占比，加速公司自组网市
场战略的实施。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公告相关内容来自招标代理单位的招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 该项目合同履行在法规政
策、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7月18日

公告编号：临2017-029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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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分派实施情况详见2017年6月15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编号：临

特别提示：

2017-016）。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6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22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不低于4.93元/股调整为不低于4.85元/股。

为2017年6月22日。目前上述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由不超过354,969,574股（含354,969,574股）调整为
不超过360,824,742股（含360,824,742股）。

三、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

一、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基本情况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调整如下：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5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东西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99,
001,996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发行价格不低于5.01元/股。
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完成后，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507,099,391股（含本数），发行价格

（一）发行底价的调整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含税）】/（1+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4.93元/股-0.08元/股）/1=4.85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由不低于4.93元/股调整为不低于4.85元/股，最终发行价格由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后， 由董事会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按《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

不低于4.93元/股。
2016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公司2016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二）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

2016年9月20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募
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25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175,000万元，发行数量由不超过499,001,996股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拟募集资金总额上限（含发行费用）/调整后的发行底价=1,750,
000,000元÷4.85元/股=360,824,742股。

调整为不超过354,969,574股，具体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由不超过354,969,574股（含354,969,574股）调整为不超过

承销商）协商确定。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9月2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

360,824,742股（含360,824,742股），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本公司公告（编号：临2016-048）。

承销商）协商确定。

根据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二、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

董事会

案的议案》，以公司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864,122,5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80元（含税），共计派发人民币69,129,80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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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公告编号：2017-05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
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届次：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车轼先生
4、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5、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7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17年7月17日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7月16日15:00 至2017
年7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18号公司会议室
7、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 代表公司股份282,771,000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18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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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 代表公司股份988,800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公司股份283,759,800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21%。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公司股份1,
649,4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车轼、车志远回避表决。
表决结 果：21,669,400股同 意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数 总 数 的
100.0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000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649,400股同意， 占参会中 小 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0股反对，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0股弃权，占参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发
表如下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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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6,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7月20日。
3、本次解除限售涉及股东人数：3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和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除限售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5年5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以下简称“
《2015年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对《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3、公司于2015年6月9日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及
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会议确定了以2015年6月15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除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资金筹措原
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对麦正辉先生与何启强先生暂缓授予外，向符合条件的
46名激励对象授予220万股限制性股票。
说明:因参与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麦正辉先生曾于2014年12月30日和31日卖出所持的部
分长青集团股票，故公司董事会依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的规定，向其授予限制
性股票须在其卖出行为发生六个月后，故决议暂缓授予麦正辉先生的限制性股票，何启强先
生作为其一致行动人，同时暂缓授予。
5、 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会议
确定部分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于2015年7月1日向激励对
象麦正辉先生与何启强先生授予660万股限制性股票； 同时确定向18名激励对象授予66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7月1日。
6、2015年7月，《2015年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相继完成。其中，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共计220万股上市日期为2015年7月8日；首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660万股
上市日期为2015年7月17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66万股上市日期为2015年7月24日。
7、 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
的议案》，同意对满足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201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46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并可上市流通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0万股，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11日。
8、 公司于2016年7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对满足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2015年激
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2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
售并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0万股，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18日。
9、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
锁的议案》，同意对满足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201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1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并可上市流通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万股，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25日。
10、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对3名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015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8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16年12月28日，公司完成已回购股票的注销。
11、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解锁/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对12名不符合第二期解锁/激励条件的《2015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2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17年5月12日， 公司完成已回购股票的注
销。
12、 公司于2017年7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鉴
于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0股，为此应对《201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前，符合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3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78万股； 调整后，
该部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调整为156万股， 即31名激励对象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56万股，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7月11日。
13、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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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
期可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为此应对《201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前，符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为330万股；调整后，该部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调整为660万股，即2名激励对象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60万股。
14、除上述第10-11点所述的回购情况及第12-13点所述的转增情况外，本次实施的股权
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6年1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2016年激励计划》”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本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900.50万股长青集团股票。
2、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及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会议确定了以2016年3月30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除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资金
筹措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外， 向符合条件的35名激励对象授予802.3万股限制
性股票。
4、2016年4月19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802.3万股完成授予登记并上市。
5、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向符合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
授予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年7月1日。
6、2016年7月19日, 预留限制性股票共计9万股完成授予登记并上市。
7、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根
据《2016年激励计划》之 “
十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的规定，以及公司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拟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陈法仁、郑举、欧文军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6,71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2016年12月28日，公司完成已回购股票的注销。
8、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根
据《2016年激励计划》之 “
十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的规定，以及公司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解锁/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拟将因不符合第一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关玉峰、刘德进、董安、李树虹、罗胜
奖、谢腾、彭敬博、朱晨辉、王云波、刘金城、殷庆国、郭龙跃、韩红亮、辜友志、邓显敏、陈聪、邹
才江、尹艳萍、何素妩，以及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孙建勇、文玉香、秦峰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13,750股进行回购注销。2017年5月12日， 公司完成已回购股票的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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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
案》，同意对满足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2016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10名激励对象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4.775
万股。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4月25日。
10、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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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
案》，同意对满足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2016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鉴于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为此应对《2016年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进行调整。调整前，符合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为9万股；调整后，该部分限制性
股票调整为18万股。根据《2016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第一个
解锁期可解锁数量占其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为50%， 即1名激励对象本次可上市
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万股。
11、除上述第7-8点所述的回购情况及第10点所述的转增情况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
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解锁对象名单
1、《201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对象名单与
公司于 2017 年 7月1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
（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完全一致，可解锁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高层管理人员。
2、《2016年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对象名单与公司于 2017 年
7月1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
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完全一致，可解锁激励对象均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三、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一）《201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条件
1、锁定期届满
根据《2015年激励计划》的规定，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24个月内分两期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止。为此，公司授予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锁定期已届满。
2、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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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

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1）以2014年业绩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75%，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上述“净利润增长率” 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量依据。
（2）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1） 公司2016年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 润
154,344,863.70元，比2014年同比增长165.98%；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906,788,763.99元， 比2014
年同比增长37.62%，均达到考核条件；
（2）同时，公司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2
年-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平均值
为54,215,852.2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为46,339,738.46元；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3,
128,793.7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154,344,863.70元；均不低于授予日前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综上所述，公司已达成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四

根据公司现有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均达
标。

2016年度2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标，满足解锁条
件。

综上所述，《201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
满足，2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为6,600,000股。
（二）《2016年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条件
1、锁定期届满
根据《2016年激励计划》的规定，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24个月内分两期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止。为此，公司授予的《2016年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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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

第一次预留解锁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1）以2015年业绩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50%，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
上述“净利润增长率” 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量依据。
（2）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1）公司2016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4,344,863.70元，比2015年同比增长51.01%；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906,788,763.99元，比2015
年同比增长19.12%，均达到考核条件；
（2）同时，公司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3
年-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平均值
为70,753,373.9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为66,678,053.65元；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3,
128,793.7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154,344,863.70元；均不低于授予日前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综上所述，公司已达成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四

根据公司现有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均达
标。

2016年度有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达标，满足解锁条
件。

综上所述， 《2016年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满足，1名激励
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为9万股。
四、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6,690,000 股（其中：属《2015年激励计划》的为6,600,000
股；属《2016年激励计划》的为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9%
2、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2017年7月20日（星期四）
3、本次解除限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的股权激励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激励
对象

职务

股权激励获得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继续
锁定的股份数（股）

１

何启强

董事长

6,960.000

3,480,000

0

2

麦正辉

总裁

6,240,000

3,120,000

0

3

其他激励对
象

中层管理人员 (1人)

180,000

90,000

90,000

注:根据《2015年激励计划》中“
（五）激励计划的禁售期” 的规定，作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何启强先生、麦正辉先生承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因此，本次解锁后该等股份的减持或转让需按上述承诺执行。
五、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201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和《2016年激励计划》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动，股本结构发生
了变化。详情见下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84,184,100

38.24

高管锁定股

252,340,100
23,536,000
8,308,000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本次变动后

本次解除
限售

数量

比例(%)

-6,690,000

277,494,100

37.34

33.96

0

252,340,100

33.96

3.17

0

23,536,000

3.17

1.12

-6,690,000

1,618,000

0.22

二、无限售流通股

458,922,044

61.76

6,690,000

465,612,044

62.66

三、总股本

743,106,144

100.00

——
—

743,106,144

100.00

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结构表
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长青集团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暂缓授予部分)第二次解锁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长青集团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
股票第一次解锁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7日

公告编号：2017－034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
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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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定代表人：张骏
6、注册资本：12681万元人民币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的议案》，并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福建华投投资有限公司（以

7、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6日
8、营业期限至：2025年12月25日
9、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咨

下简称"华投公司"）签订关于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关于黑

询与服务；旅游景点开发、经营；农、林副业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以22,897.52万元作价收购华投
公司持有的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以15,809.19万元作价收购华投公
司持有的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82052870729N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黑龙江富龙风力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与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和《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名称：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富锦市中央大街西段道南（幸福社区21组）

2017-024）。

5、法定代表人：张骏

近日，上述股权转让的资产交割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黑龙江省富锦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黑龙江富龙
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6、注册资本：1105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2年09月20日
8、营业期限至：2032年09月19日
9、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咨

一、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82781925435R
2、名称：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富锦市中央大街西段(建设街50委)

询与服务，旅游景点开发、经营，农林副业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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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