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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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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裁马开龙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马开龙先生

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马开龙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8-049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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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美科技” ）拟向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贷款，

公司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年内可循环使用。 上述贷款

具体获批额度、期限、利率、费率等条件以银行审批为准，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额度内办理相关手

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6月7日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D幢11楼F座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建军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设施承装类四级、承修类四级（具体范围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涉及前置审

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力设

备、自动化设备、地理信息测绘技术；服务：劳务派遣，电力工程规划、设计；销售：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设备及配件，

网络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电力工程材料，电力设备，自动化设备，测量仪器设备。

昊美科技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昊美科技70.7103%的股份。

2、杭州昊美股权结构图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远光软件

2828.41

货币

70.7103%

2

飞涅投资

347.41

货币

8.6853%

3

齐志刚

147.00

货币

3.6750%

4

马三光

147.00

货币

3.6750%

5

王建军

147.00

货币

3.6750%

6

邵燕

98.00

货币

2.4500%

7

赵向新

78.40

货币

1.9600%

8

李红祥

67.62

货币

1.6905%

9

杨玉山

36.26

货币

0.9065%

10

徐飞鹏

32.83

货币

0.8208%

11

刘润标

34.30

货币

0.8575%

12

梁志君

26.95

货币

0.6738%

13

封仕勇

8.82

货币

0.2205%

合计 一一

4000.00

货币

100.00%

昊美科技其他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上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3、昊美科技的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12.31

(

经审计

)

2018.6.30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2,562.47 10,518.99

负债

3,841.45 2,656.80

净资产

8,721.02 7,862.19

主营业务收入

7,318.95 894.51

净利润

1,305.55 -858.82

昊美科技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也不存在

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

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

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两年止。

担保协议的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昊美科技因运维项目和配网自动化工程等工程项目业务进展良好，业务快速发展，导致资金占用量加大。 本

次向银行申请贷款，可以保证其经营发展所需流动资金需求，有助于解决其在业务拓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

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促进其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风险及偿债能力判断

被担保对象昊美科技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CMMI4级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持有昊

美科技70.7103%的股份，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3、反担保情况

昊美科技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被担保对象昊美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担

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本次担保主要用于为满足昊美科技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促进其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担保

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昊美科技的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为8,0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4.0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发生额4,583.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0%,

均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8-048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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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9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8年9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陈利浩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美科技”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元贷款。 公司

董事会同意为昊美科技上述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在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2年内可循环使用。贷款具体获批额度、期限、利率、费率等条件以银行审批为准。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2018

年9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刊登于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黄笑华、周立、向万红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同意公

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713名（其中693名激励对象按当期额度的100%

解除限售，20名激励对象因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C，公司酌情决定可解除限售的额度，最高不超过当期额度的

70%），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930,236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0.8155%。同意授权公

司证券及法律事务部办理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刊登在2018年9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刊登于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预留股票第

一期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3、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黄笑华先生、周立先生、向万红先生回避表决。

《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刊登在2018年9月26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刊登于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预留股票第

一期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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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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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8年9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8年9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孙德生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1、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

业绩及其他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解除限售的713名激励对象（其中693名激励对象按当期额度的100%解除限售，20名激励对象因上年度绩效

考核结果为C，公司酌情决定可解除限售的额度，最高不超过当期额度的70%）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定禁止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

应考核年度内的考核结果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要求，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办理相关

解除限售事宜。

《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刊登在2018年9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刊登于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预留股票第

一期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监事会审议，29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

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第六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同意

公司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27.2890万股， 首次授予股票回购价格

5.03�元/股；预留股份回购价格3.7�元/股。

《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刊登在2018年9月26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刊登于2018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预留股票第

一期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8-050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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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6年8月22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6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16年9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明确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6年10月11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登记，授予日为2016年9月21日，授予对象633

名，授予价格7.04元，授予数量1578.08万股，上市日期为2016年10月12日。

5、2017年5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吴明等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40,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6、2017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7月21日。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

告。

7、2017年8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余承龙等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90,2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17年9月5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吴明、余承龙等9名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130,6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2017年9月8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登记，授予日为2017年7月21日，授予对象253名，授予

价格5.18元，授予数量1,418,760股，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

10、2017年9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

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61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数量为6,214,776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03%；同意对13名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

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进行回购注销。

11、2017年10月10日, 公司办理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

续，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0月12日，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

214,776股，激励对象人数为617名。

12、2017年11月2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吴明等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办理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602,704,550股变更为

602,573,950股。

13、2017年12月12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13名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

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

进行回购注销。

14、2018年1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1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90,42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13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

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的回购注销已于2018年2月26日办理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

额由607,116,632股减少至607,014,388股。

16、2018年5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3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207,360股进行回购注销。

17、2018年6月26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4名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97,780股进行回购注销。

18、2018年8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19名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46,808股进行回购注销。

19、2018年9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 同意71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数量为6,930,23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155%；同意对29名因离职、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的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27.289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的30%。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日为2016年10月11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18年

10月11日届满。

本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的50%。 公司首次预留股份的登记日为2017年9月8日，预留股份第一个限售期

已于2018年9月8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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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足解除限售件

。

2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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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以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基数

，

201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4,786,921.98

元

，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

179,258,733.12

元

，

2017

年营业收入相比

2015

年增长率为

28.91%

。

因此

，

公司业绩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4

、

根据公司

《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激励

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要求达标

。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最终审批

，

693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为优秀

（

A

）

或良好

（

B

），

符合全额解除限售条件

；

20

名激励

对象因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

C

，

公司酌情决定可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的额度

（

最高解除限售额度不超过当年额度的

70%

），

同时将按规定回购注销因绩效为

C

而未能完全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834,340股 （不包括已离职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下

同），预留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288,360股，合计10,122,700股。 鉴于公司已于2018年7月26日实施了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送

红股 2�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因此公司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调整为12,368,076股，预留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调整为1,803,704股，合计14,171,780股。按照相应的解锁

比例计算，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股票6,031,513股，预留授予股票898,723股，合计6,930,236股。

除了上述情况， 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无差异。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为30%，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的比例为50%。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13人（其中693名激励对象可按当期额度的100%

解除限售当期的100%，20名激励对象因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C， 公司酌情决定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额度，

最高解除限售额度不超过当年期额度的70%），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930,236股，占公司现有总

股本的0.8155%。 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

2016

年限制性股

票

（

万股

）

已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

股

）

第一期解除

限售并实施

2017

年度权

益分派后限

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本次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本次因绩效

为

C

需回购

注销的限制

性股票

（

万

股

）

本次实际解

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继续锁定的

限制性股票

数量

（

万股

）

1

黄笑华

副董事长

、

总裁

30 12 25.2 12.6 0 12.6 12.6

2

周立

高级副总

裁

、

董事

20 8 16.8 8.4 0 8.4 8.4

3

李美平 高级副总裁

25 10 21 10.5 0 10.5 10.5

4

毛华夏

高级副总

裁

、

财务总

监

20 8 16.8 8.4 0 8.4 8.4

5

秦秀芬 高级副总裁

20 8 16.8 8.4 0 8.4 8.4

6

简露然 高级副总裁

20 8 16.8 8.4 0 8.4 8.4

7

向万红

副 总 裁

、

董

事

25 10 21 10.5 0 10.5 10.5

8

郑佩敏 副总裁

20 8 16.8 8.4 0 8.4 8.4

9

戴文斌

副总裁

、

董

事会秘书

20 8 16.8 8.4 0 8.4 8.4

10

王志刚 副总裁

20 8 16.8 8.4 0 8.4 8.4

11

宋小松 副总裁

1.58 0 2.212 1.106 0 1.106 1.106

其他激励对

象

核心技术

（

骨干

）

人员

1379.646 500.35 1230.166 615.083 15.5654 599.5176 615.083

合计

1601.226 588.35 1417.178 708.589 15.5654 693.0236 708.589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

所持公司股份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

年度内个人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均已达成，同意公司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符合条件

的713名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度经营

业绩达到考核目标，激励对象个人绩效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笑华先生、周立先生、向万红先生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证券及法律事务部办理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及其他条件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713名激励

对象（其中693名激励对象按当期额度的100%解除限售，20名激励对象因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C，公司酌情决定

可解除限售的额度，最高不超过当期额度的70%）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

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定禁止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应考核年度内的考核结果符

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要求，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八、律师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解锁的条件均已满足；本次解锁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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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5日

股票代码：002063� �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8-051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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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9名因离职、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27.2890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8月22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6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16年9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明确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6年10月11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登记，授予日为2016年9月21日，授予对象633

名，授予价格7.04元，授予数量1578.08万股，上市日期为2016年10月12日。

5、2017年5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吴明等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40,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6、2017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7月21日。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

告。

7、2017年8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余承龙等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90,2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17年9月5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吴明、余承龙等9名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130,6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2017年9月8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登记，授予日为2017年7月21日，授予对象253名，授予

价格5.18元，授予数量1,418,760股，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

10、2017年9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

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61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数量为6,214,776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03%；同意对13名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

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进行回购注销。

11、2017年10月10日, 公司办理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

续，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0月12日，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

214,776股，激励对象人数为617名。

12、2017年11月2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吴明等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办理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602,704,550股变更为

602,573,950股。

13、2017年12月12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13名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

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

进行回购注销。

14、2018年1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1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90,42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因离职（那峙雄等7人）、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叔朋等6人）的13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

分限制性股票102,244股的回购注销已于2018年2月26日办理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

额由607,116,632股减少至607,014,388股。

16、2018年5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3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207,360股进行回购注销。

17、2018年6月26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4名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97,780股进行回购注销。

18、2018年8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19名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46,808股进行回购注销。

19、2018年9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 同意71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数量为6,930,23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155%；同意对29名因离职、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的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27.289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原因、价格及定价依据

由于激励对象离职、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

年度绩效未完全达标，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公司

拟回购注销29名激励对象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27.2890万股。 具体情况如下：

1、回购价格：首次授予：5.03元/股，预留股票：3.7元/股

2、定价依据：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第（一）项的规定：

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本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

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缩股：P＝P0÷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缩股比例（即1股股

票缩为n股股票）。

（3）配股：P＝P0×（P1＋P2×n）/[P1×(1＋n)]

其中：P1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4）增发

公司在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做调整。

鉴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授予登记之日起到目前， 公司已于2018年7月26日实施了2017�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送红股 2� 股（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因此 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四舍

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7.04/（1+0.4）=5.03�元/股；预留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5.18/（1+0.4）=3.7�元/股。

3、回购股份的种类：股权激励限售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回购注销原因

本次回购注销数量

（

股

）

回购价格

（

元

/

股

）

回购款

（

元

）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1

张强

离职

21,420 5.03

183,370.60

20,440 3.70

2

杨洋

11,340 3.70 41,958.00

3

侯昌奇

15,036 5.03 75,631.08

4

徐祖科

7,560 3.70 27,972.00

5

唐益元

10,332 5.03 51,969.96

6

钱小丽

7,000 3.70 25,900.00

7

罗丽莉

7,140 3.70 26,418.00

8

高进虎

6,132 5.03 30,843.96

9

王国雄

10,836 5.03 54,505.08

10

江泽华

绩效未完全达

标

7,333 5.03 36,884.99

11

王曙光

1,911 3.70 7,070.70

12

张虹霞

2,356 5.03 11,850.68

13

张多

1,218 3.70 4,506.60

14

于飞

2,079 5.03 10,457.37

15

万军

25,082 5.03 126,162.46

16

肖和平

6,271 5.03 31,543.13

17

熊朝彬

9,406 5.03 47,312.18

18

杨炯

6,271 5.03 31,543.13

19

陈伟

2,533 5.03 12,740.99

20

戴春蓉

3,378 5.03 16,991.34

21

高波

2,533 5.03 12,740.99

22

孟祥海

2,533 5.03 12,740.99

23

汪平

33,776 5.03 169,893.28

24

肖海

16,888 5.03 84,946.64

25

谢长荣

2,533 5.03 12,740.99

26

吴雅斌

2,533 5.03 12,740.99

27

王刚

5,066 5.03 25,481.98

28

王辉

16,888 5.03 84,946.64

29

张和锋

5,066 5.03 25,481.98

合计

216,281 56,609

一一

1,297,346.73

注：本次实际支付回购款总额与回购价格乘以回购数量的乘积之间的差额是因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回

购价格调整时四舍五入所致。

三、回购股票的相关说明

1、回购价格：首次授予：5.03元/股，预留股份：3.7元/股。

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股权激励限售股。

3、拟回购的股份数量：27.2890万股，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8129%，占公司总股本的0.0321%。

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1,297,346.73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

通股

100,668,856 11.85 272,890 100,395,966 11.82

首发后限售股

6,864,169 0.81 0 6,864,169 0.8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052,716 1.77 272,890 14,779,826 1.74

高管锁定股

78,751,971 9.27 0 78,751,971 9.27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9,151,287 88.15 0 749,151,287 88.18

三

、

总股本

849,820,143 100 272,890 849,547,253 100

注：因2018年9月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中，713名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

限售的6,930,236股限制性股票尚未完成解除限售手续；因2018年8月1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回购注销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因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34名因离职的

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97,780股（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后回购注销数量调整为416,892股）正

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股本结构表中包含了上述尚未完成解除限售手续的限制性股票6,930,236股、尚未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346,808股、正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416,892股。

五、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等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且不影响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截止目前尚未解锁的2016年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5,052,716股调整为14,779,

826股，股本总额由849,820,143股调整为849,547,253股。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章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原则” 以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9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在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绩效考核年度绩效未完全

达标，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及预留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27.2890万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笑华先生、周立先生、向万红先生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我们认为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七、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系依据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制定，公司已就本次

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

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的事宜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结算手续；因本次回购事宜将导致

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0150� � � � � � � �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18-132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

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

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

各65%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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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收购义乌市三溪堂

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拟以现金51,350万元收购朱智彪、潘松琴所持

有的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股权，本

次交易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实际拥有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

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46317469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智彪

注册资本：1,000万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9日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义东路365号六楼

经营范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

售(连锁）；生产加工：罐头、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其他类）；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经营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妆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

版物）、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玻璃仪器、消毒用品、洗涤用品（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

学品）、健身器材零售；中医科。

收购前股权结构：朱智彪持股55%、潘松琴持股45%

收购后股权结构：达孜赛勒康持股65%、朱智彪持股19.25%、潘松琴持股15.75%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为国家GSP认证企业，义乌市医保定点单位。 并设有义乌、金华、佛堂、廿三里

等分馆。2011年以来，先后被评为 “浙江省知名商号” 、“浙江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浙江省老字号” 、“浙江省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名牌” 、“浙江十大名医馆” 等， 三溪堂中医药文化项目入选“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截止4.30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89,210,487.43元。

2017年1-12月，营业收入110,560,243.53元，净利润4,572,596.03元。

截止2018年4月30日，总资产211,352,618.86元。

2018年1-4月，营业收入56,413,103.87元，净利润6,314,818.89元。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D82A5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智彪

注册资本：600万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8日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义东路365号

经营范围：内科、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医疗美容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

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肿瘤科专业；针灸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收购前股权结构：朱智彪持股55%、潘松琴持股45%

收购后股权结构：达孜赛勒康持股65%、朱智彪持股19.25%、潘松琴持股15.75%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于2012年由义乌市卫计委批准设立，为“义乌市医保定点单位” ，目前义乌三溪堂中医保

健院已完成改制，其业务活动、人员及业务资质已由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承接。 设有中医内科、中医妇科、

中医肿瘤科、治未病科、中医皮肤科、针灸推拿科、骨伤科、中医儿科、男性科、不孕不育科等重点中医专科。 三溪堂坚

持“中医特色、国医国药、优质服务、科学发展” 的发展战略，秉承“传承三溪，济世养生” 的宗旨，聘请浙江省乃至全国

范围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名医专家，坚持“名医、名科、名院” 的发展战略，为广大顾客提供优质、周到、温馨的健康

养生服务。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截止4.30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09,607,227.19元。

2017年1-12月，营业收入102,894,971.00元，净利润26,248,045.71元。

截止2018年4月30日，总资产213,029,078.49元。

2018年1-4月，营业收入33,759,357.67元，净利润11,514,792.79元。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7823298973516

法定代表人：朱智彪

注册资金：30万

住所：义乌市义东路365号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是由朱智彪个人出资30万成立的民办非营利机构，主要业务范围：中医药研究、推广。

收购前股权结构：朱智彪持股100%

收购后股权结构：达孜赛勒康持股65%、朱智彪持股35%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最近一年及截止4.30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6,671.19元

截止2018年4月30日，总资产17,183.74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朱智彪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县前街59号2单元511室

身份证号：330725******0430

潘松琴

住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义东路65号10幢2楼

身份证号：330725******5121

上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达孜赛勒康与朱智彪、潘松琴签订《关于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的股权收购协议书》

甲方：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一：朱智彪

乙方二：潘松琴

丙方：

丙方一：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馆” )

丙方二：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医保健院公司” )

丙方三：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医药研究所” )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拟以现金51,350万元收购朱智

彪、潘松琴所持有的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

各6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实际拥有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

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股权。

1、交易方案：达孜赛勒康以现金51,350万元收购乙方所持有的国药馆、中医保健院公司、中医药研究所各65%的股

权，具体为：乙方一转让其所持国药馆和中医保健院公司各35.75%股权；乙方二转让其所持国药馆和中医保健院公司

各29.25%股权；乙方一转让其所持中医药研究所65%出资份额和权益。

2、本次交易实施的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1）宜华健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有)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达孜赛勒康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标的资产股东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4）如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

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整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3、股权转让款支付：达孜赛勒康受让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分7期支付。

4、业绩承诺：、

朱智彪、潘松琴承诺，标的资产2018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2019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15%，即2019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5,750万元；2020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

率不低于12%，即2020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6,440万元；2021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0%， 即2021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7084万元；2022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率不低于10%，即

2022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7,792.40万元；2023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与上一年度持平，即2023年度实现的税后

净利润不低于7,792.40万元。

如在承诺期内，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税后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税后净利润数，朱智

彪、潘松琴应当向达孜赛勒康进行现金补偿。 当年的应补偿金额具体计算方式及补偿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税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税后净利润数）÷承诺期内

各年度承诺税后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税后净利润之和为39,858.8万

元，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51,350万元；在逐年计算补偿金额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取0值，即已

补偿金额不冲回。

当年应补偿金额优先以未支付的交易对价进行抵扣，不足抵扣的部分，乙方应在标的资产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达孜赛勒康支付现金补偿。

各方同意，国家或地方行业政策变化、行业监管、行业格局及发展状况、标的资产内部人员调整、经营思路调整等

因素均不属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不作为乙方业绩承诺指标的免责或抗辩理由；乙方应当负责并积极应对该等变

化所导致的（潜在）不利影响。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

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如因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达成

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方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足额赔偿损失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及调查

取证费等)。

(3)�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达孜赛勒康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支付相关款项的，

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但由于乙方或标的资产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

的除外)。

(4)�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向达孜赛勒康支付补

偿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补偿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支付给达孜赛勒康。 (但由于甲方原因导

致逾期支付的除外)。

(5)�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应当赔偿守约方包括但不限于直接

经济损失及可得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及调查取证费等)。

6、协议生效及排他性

（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达孜赛勒康履行完其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2）各方同意，如本协议任何条款所约定的权利或义务仅涉及本协议的部分主体的，经该等条款所涉及的主体书

面签署同意，可对该等条款作出修订，该等条款未涉及的其他主体对此无异议。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解除本协议。

（4）过渡期内，如甲方发现标的资产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或存在未披露重大或有风险，导致标的资产的经营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终止本次交易，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追究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但不限

于为筹划本次交易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差旅费等实际经济损失，乙方、丙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是结合医疗服务并购市场的特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的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

同业竞争。

七、本次对外收购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主要业务模式为“中医门诊﹢药店零售” ，同时标的资产具有非常悠久的中医品牌和中华医学

文化，将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医疗产业的布局范围，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入中医产业领域，将为公司形成新的业绩增长

点，中医板块将与公司下属的综合性医院、中高端养老社区形成互补的产业协同效应，形成全面医养运营模式，打造

新型的医疗养老产业平台。 本次收购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公司将控股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

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按合并报表准则等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畴，将对公司

今年及以后的经营绩效等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对外收购可能会受到国家养老、医疗政策的变化与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投资后标的

公司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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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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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9月2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9月20日以电邮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拟以现金51,350万元收购朱智

彪、潘松琴所持有的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

各6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实际拥有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

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袁胜华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袁胜华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袁胜华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袁胜华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袁胜华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袁胜华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