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上接B93版）
22、2016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万星、李钦锋、张莉、李敏芳、谢青、刘新华、苏鹏、夏慧飞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八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万星12,998股、李钦锋20,798
股、张莉15,598股、李敏芳45,494股、谢青38,994股、刘新华51,992股、苏鹏15,598股、夏慧飞25,996股）合计227,
468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23、2016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谢辉、游桂文、童丽娟、付磊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四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童丽娟15,598股，谢辉51,992股，游桂文
12,998股，付磊51,992股）合计132,58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同时，同意
对激励对象付磊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即对付磊持有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122,290股调整为14,989,71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86人调整为182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81,140股调整为13,466,560股，预留部分股
票授予人数由23人调整为22人，授予数量由1,523,150股调整为1,505,150股。
24、2017年1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鹏、汪达、王斌、翁兴志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94,974股（其中陈鹏
32,496股、汪达32,496股、王斌25996股、翁兴志103,986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989,710股调整为14,794,736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82人调整为17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466,560股调整为13,271,585股，预留部分股
票授予人数为22人，授予数量为1,505,150股。
25、2017年6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王荣华、许良、苗华祥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2,486股（其中王荣华
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1,500股，许良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1,992股，苗华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38,99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794,736股调整为14,692,25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78人调整为17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271,586股调整为13,180,600股，预留部分股
票授予人数由22人调整为21人，授予数量由1,505,150股调整为1,493,650股。
26、2017年8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魏萍、关帅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43,995股票（其中关帅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1,50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2,495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692,250股，调整为14，648，255股，其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176人调整为17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80,600股调整为13,148,105股，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由21人调整为20人，授予数量由1,493,650股调整为1,482,150股。
27、2017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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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
张华丽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3,733股（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徐峰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996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996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
698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9,497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799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648,255股，调整为14,534,522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75人调整为16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48,105股调整至13,034,372股，预留部分授
予人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8、2017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李英辉、刘荣传、唐才明、高峰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4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李英辉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698股，刘荣传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唐才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747股，高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248股；）合计57,192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534,522股，调整为14,477,33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69人调整为16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34,372股调整至12,977,180股，预留部分授
予人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9、2017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张发垚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1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张发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
股）合计6,499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7,330股调整为14,470,831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65人调整为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2,977,180股调整至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
予人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30、2018年7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唐莉灵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唐莉灵持有首次预留限制性股票5,750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
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0,831股调整为14,465,081股，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由20人调整到19人，授予数量
由1,482,150股调整到1,476,400股。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
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计划在2014一2017年的4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每个
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以2013年
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2%；且截至2017年12月31日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4%；

以 2013 年 净 利 润 为 基 数 ，2017 年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为
56.68%；且截至2017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7.05%。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7年激励计划164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
足解锁条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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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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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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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3）具有《公司法》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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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二）锁定期于2018年6月12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在可解锁
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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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为首次授予
日，2014年6月13日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15年6月12日为第一个锁定期届满，2016年6月12日为
第二个锁定期届满，2017年6月12日为第三个锁定期届满，故第四个锁定期于2018年6月12日届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2018年6月12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不存在差异。根
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86,155股。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均为25%，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各激励对象本
期可解锁股份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未包含本公司董监高。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
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中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占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锁
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锁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164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该164名激励对象办理第四期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锁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
锁条件，公司已按照《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履行了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内部批准程序，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解锁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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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第二个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309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18,360股，占公司解锁前股本总额的
0.36%。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2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2、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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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16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
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7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17,743,000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3%。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340 人。
6、2016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数量由19,743,000股调整为19,651,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337人，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743,000股调整为17,651,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7、2017年2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19,651,000股调整为19,045,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7人调整为33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17, 651,000股调整为17,045,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公告编号：2018-071

8、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
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其生169,000股、邹锐33,200股、倪学习80,000股、蔡涛14,200股）合计296,400股
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5人调整为33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045,
000股调整为16,748,6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9、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
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靳春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
000股、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620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沈倩倩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16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72,140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700
股）合计576,18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1人调整为323人，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748,600股调整至16,172,420股，预留部分2,000,000股保持不变。
10、2017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935,5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2227%。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8,107,92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72,4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
股。
11、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王芳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
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750股，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390股，黄玉香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40,590股，王芳持有预留授予限制股票18,700股）合计135,43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8,107,920股，调整至17,972,49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23人，调整至31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172,420股，调整至16,055,690股，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6人调整至25人，授予数量由1,935,500股，调整至1,916,800股。
12、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9,000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合计25,56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72,490股，调整至17,946,93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9人，调整至317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55,690股，调整至16,030,130股，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5人，授予数量为1,916,800股保持不变。
13、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合计18,000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46,930股，调整至17,928,93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至316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30,130股，调整至16,012,130股，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5人，授予数量为1,916,800股保持不变。
14、2018年1月29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合计12,240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17,928,930股，调整至17,916,69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6人，调整至315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12,130股，调整至15,999,890股，预留部
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5人，授予数量为1,916,800股保持不变。
15、2018年4月3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周长军、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1,610股，黄家保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股票18,700股）合计30,31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16,690股，调整至17,886,38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5人，调整至314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99,890股，调整至15,988,280股，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5人调整至24人，授予数量由1,916,800股，调整至1,898,100股。
16、2018年5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何小
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75,500股， 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238,5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
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886,380股调整至17,647,88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4人，调整至311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88,280股调整至15,749,780股，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4人，授予数量为1,898,100股保持不变。
17、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4人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16,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股，邱建标
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 股）合计 72,3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孤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647,880股调整至17,575,580股，其
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1人，调整至30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749,780股调整至15,707,480股，预
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由24人，调整至22人，授予数量由1,898,100股调整至1,868,100股。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可以
在未来48个月内按10%：20%：30%：40%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1

以2015年业绩为基准，2017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15年增长为25.02%。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7年激励计划31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
解锁条件。

3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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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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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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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3）具有《公司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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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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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不得为负。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三、近期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担任法律顾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购买资产相关的重大事
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华闻传媒，证券代码：000793）自2018

有限公司担任评估机构。 公司与各中介机构积极有序地对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开展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法律事务等各项工作。

年2月1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核实及论证，上述事项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

近期相关工作进展为：（1）独立财务顾问协调各中介机构现场工作，按照项目进度时间表

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2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 经公司2018年4月27日

持续推进工作，完成前期对车音智能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现场走访资料的梳理、核查工

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

作，与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及车音智能就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中的重点事项进行沟通、交流，

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现预计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16日前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

撰写交易报告书等相关申报文件；（2）律师协助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和谈判，并根据谈判

体上披露的以下公告：

情况修订并完善交易文件，形成交易文件初稿，整理底稿文件，完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3）审

披露时间

公告标题

公告编号

2018年2月1日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8-004

2018年2月8日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2018-009

2018年2月22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8-011

2018年3月1日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8-013

2018年3月8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17

2018年3月15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19

2018年3月22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21

2018年3月29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23

2018年4月2日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8年4月11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年4月12日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

2018-031

2018年4月19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38

2018年4月26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40

2018年5月2日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8-050

2018年5月9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51

2018年5月16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53

2018年5月23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56

2018年5月30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59

2018年6月6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60

2018年6月13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61

2018年6月21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63

2018年6月28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67

2018年7月5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8-068

计机构完成审计报告初稿全部复核流程并出具了审计报告；（4） 评估机构正在履行资产评估
报告的内部审核流程；（5）根据上述尽职调查等进展情况，公司与交易对方继续进行交易方案
的沟通、协商，初步确定公司购买车音智能51%以上或全部股权，实现公司对车音智能的绝对控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方案、交易架构、标的资产范围、交易金额尚未最终确定，未

2018-027
2018-029

来将根据尽职调查情况及与潜在交易对方的商洽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交易各方将就本次交易
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范围、定价，支付方式和方案，相关业绩承
诺、盈利补偿、股票锁定，以及交易程序和审批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交易各方认可的具
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协商确定。交易对
方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与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
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同时，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公司股份
将按照相关法规进行股份锁定。 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预案
或者报告书为准。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经公司与现有或部分潜在交易对
方的积极沟通、协商，公司已与拟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本次重组的合作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0）。

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四、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拟进行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特此公告。

称“
车音智能” ）全部或部分股权。拟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日披露的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股票代码：002343

股票简称：慈文传媒

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公告编号：2018-034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马中骏先生的通
知，获悉马中骏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马中骏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马中骏
合计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是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预计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4,010,000

2018年
7月10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010,000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4.62%

用途

补充质押

关于嘉实价值增强混合基金经理变更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2日

基金名称

嘉实价值增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价值增强混合

股票代码：002359

0022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东谋

共同管理本基金基金经理姓名

胡永青、曲扬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2、马中骏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马中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866,927股（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数
据，下同）；本次质押后，马中骏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71,896,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82.77%，占公司总股本474,949,686股的15.14%。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公告编号： 2018-047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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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回
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唐莉灵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5,750股（其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5,750股）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
标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
股，邱建标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 股）合计 72,3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
陈春辉、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其中，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丰晴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20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30,000股，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合计807,
8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待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470,831股调整为14,465,081股，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647,880股调整为17,575,580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19,903,100股调整为19,095,300股。
该事项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已经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
施办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
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因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前解除产品
协议，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后剩余的客户产品资金划付至客户结算账户。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
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
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2、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进行日常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
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国债、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等，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
高于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A计划）2017年第395期” 保本保收益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8 年 6 月 27 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688,109.59元。
2、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蕴通财富·日增利90天”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2018年4月2日到期，产品到
期收益604,109.59元。
3、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薪加薪16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2018年4月19日到期, 产品
到期收益231,780.82元。
4、 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山东龙口农村商
富民－丰润共盈” 2018年2期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2018年8月21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日到期。
5、公司于2018年2月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山东龙口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民－丰润共盈” 2018年3期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2018年7月5日到
期, 产品到期收益253,150.68元。
6、公司于2018年4月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蕴通财富·日增利91天”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2018年7月9日到期, 产品到期收益610,
821.92元。
7、 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薪加薪 16 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2018年7月24日到期。
公司“
8、 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 （B计划）” 2018年第4期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9年1月2日到期。
六、备查文件
1、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期限结构型）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公告编号：201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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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以

4.62%

证券简称：富安娜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证券代码：002327

公告编号：2018-03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内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2月25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2018年7月11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签订协议，以闲
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人民币进行银行结构性存款，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结构性存款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90 天。
2、产品认购金额：5,00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期限：90天。
4、产品起始日：2018年7月12日。
5、产品到期日：2018年10月10日。
6、产品类型：期限结构型。
7、预期收益率（年化）：4.85%。
8、提前终止权： 产品到期日前第九个工作日(从产品到期日前第一工作日起算)为提前
终止日，观察日3M Shibor值小于基准比较值，银行有权于提前终止日提前终止该产品，如银
行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本产品协议自动终止。客户无权提前全额支取或部分支取该产品。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产品风险提示
（一）政策风险：本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
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
进行。
（二）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如果客户产生
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三）信息传递风险：客户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站（www.bankcomm.com，下同）或
到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客户应根据本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
方式及时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的影
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并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
自行承担。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
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四） 最差可能情况： 客户投资本产品可以获得银行提供的本金完全保障， 在观察日
shibor 表现达到产品说明书约定触发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的条件（观察日当天3M Shibor实
际值小于本产品说明书中约定的基准比较值） 且银行在提前终止日行使提前终止权的情形
下，将按产品实际持有天数计算收益，客户实际获得的收益将少于按预期投资期限计算可以
获得的收益。
（五）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
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产品
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对
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
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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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锁定期于2018年6月26日届满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48个
月内按10%：20%：30%：40%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2016年2月25日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第二期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故第二个锁定期于2018年6月26日届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2018年6月26日后成
就。
本次实施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不存在
差异。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
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18,360股。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为20%，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各激励对象本期
可解锁股份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包含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雪晴女士。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
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中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
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1-3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占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
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
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所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
关事宜。
六、监事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309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锁符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
锁条件，公司已按照《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履行了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内部批准程序，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确认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解锁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进展公告

公司聘请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一、本次重组停牌的基本情况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本计划在2016年-2019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之一。业绩考核的指
标为：以2015年业绩为基准，2017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5
年增长不低于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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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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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下简称“
本项目” ），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北讯集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公告编号：2018-072）。
一、进展情况
目前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项目涉及的相关工作，对标的资产展开全面尽职调查。公司将
督促各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期限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东谋

团，股票代码：002359）自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6

二、其他说明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离任日期

2018-7-12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公

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司分别于2018年6月2日、2018年6月9日、2018年6月16日、2018年6月21日、2018年6月28日及

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8年7月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是
续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编号：2018-062）、（公告编号：2018-064）、（公告编号：2018-066）、《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产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