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15� � � �证券简称：茶花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5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补充质押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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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茶花现代

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现就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补充质押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公司股东陈冠宇、陈葵生、陈明生、林世福、陈福生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5,137,615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000,000 股的 68.81%，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中陈葵

生、陈明生、陈福生系兄弟关系，陈冠宇系陈葵生等三人之侄子，林世福系陈葵生等三人之姐

（妹）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5,137,61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8.81%；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 24,440,000 股，占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14.80%，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8%。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持有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质押的股份数量（股）

质押股份占其

持有股份数量

比例(%)

质押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陈冠宇 67,846,789 28.27 24,440,000 36.02 10.18

陈葵生 35,894,312 14.96 - - -

陈明生 32,310,826 13.46 - - -

林世福 16,155,413 6.73 - - -

陈福生 12,930,275 5.39 - - -

合计 165,137,615 68.81 24,440,000 14.80 10.18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084� � �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 2018-060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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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0月 15 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 ）关于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通知，具

体内容如下：

一、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国安集团于 2018年 4月 2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143,050,000 股质押

给质权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1）。

国安集团于 2018年 10月 12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12,400,000 股质押

给质权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该质押系对上述 2018年 4月 24日办理的股票质押的补充

质押，本次补充质押股份数量为 12,400,0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0%。 本次质押登记日

为 2018年 10月 12日，质押期限为 559天。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国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87,473,586 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4.48%。 本次股份质押后，国安集团累计质押的其所持本公司股票共计 345,450,000 股，占其

持股总数比例为 89.15%，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74%。

三、其他事项

1、国安集团本次股票质押为对前期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国安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之内。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国安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国安集团

所质押的股份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也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

素。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65� � � �证券简称：天地源 公告编号：临 2018-069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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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三季度，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开工面积 10.14 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 34.41%；竣工面积 3.23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20.05%。 第三季度实现住宅签约面积

8.7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22.78%；实现住宅签约金额 116,888.14�万元，同比减少 10.79%；实现

车位签约 278个，同比减少 73.11%；实现车位签约金额 5,036.75�万元，同比减少 82.26%。 公

司房地产出租总面积为 14,272.92平方米、车位出租 513个，取得租金总收入 712.02 万元，出

租率 100� %，房地产每平方米月平均基本租金 34.90元，车位每个月平均租金 571.11元。

2018 年 1-9 月份，公司开工面积 36.65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2.23%；竣工面积 26.97 万平

方米，同比增加 7.45%。 实现住宅签约面积 31.9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1.44%；实现住宅签约金

额 415,111.20�万元，同比增长 25.78%；实现车位签约 1,213个，同比减少 29.06%；实现车位签

约金额 20,548.80�万元，同比减少 47.24%。

2018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 1个，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区域 占地面积 容积率

计容积率

面积

权益比例

1 咸阳市

咸阳高铁站项目[西部电子工业组团

X02-（3）-7-2�号地块]

秦都区 11.1633 3.5 39 51%

合 计 11.1633 39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985� � �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1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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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8,900 万元到 10,18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 2,538 万元到 3,818 万元，

同比增长 40%到 60%。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8,585 万元到 9,812 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452万元到 3,679万元，同比增长 40%到 6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8,900 万元到 10,18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 2,538 万元到 3,818 万元，

同比增长 40%到 60%。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8,585 万元到 9,812 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452万元到 3,679万元，同比增长 40%到 60%。

（三）公司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62.4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32.62万元

（二）每股收益：0.923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 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营销管理工作，大力拓展市场，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加，导致经

营性利润增加。

（二）非经营性损益对本次业绩预增没有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7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拟终止原股权转让方案，

并继续筹划新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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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重股份” 或“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午间，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划股权转让暨公司控制权拟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9月 20日晚间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划股权转让暨公

司控制权拟变更的补充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杨永柱、温萍、杨琪拟将所持公司合计 38,679,

2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6.7347%）转让给林春光或其控制的关联方。 同时，温萍拟将本次

转让后剩余所持公司 23,982,75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762%） 对应的全部股东表决

权、提名提案权等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林春光或其控制的关联方。 本次股份转让及本次表

决权委托（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完成后，林春光将控制上市公司 27.1109%股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林春光。

经公司自查，杨永柱、温萍本次股份转让与其在《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出具的声明承诺内容不符。

因此本次交易双方无法按照公司于 2018年 9月 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筹划股权转让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补充公告》中方案执行，交易各方决定终止此公告中的

交易方案。 交易各方将继续商讨可行的交易方案，新转让方案确定后，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对外

转让股份及表决权委托相关事宜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沈法意[2018]字 1009第 0301号

致: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重股份” ）的委托，就鞍重股份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对外转让鞍

重股份股份并就部分未转让股份实施表决权委托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710

号）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本《法律意见书》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

律意见。

1、

3、本所律师对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实施专业判断的资格。 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

所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鞍重股份、本次交易对象及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

证言以及经办律师对相关部门或人士的函证及访谈结果出具法律意见。

5、相关方均已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

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

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鞍重股份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文件， 并依法

对意见结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鞍重股份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通过对有关文件

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结合林春光的背景情况、资金实力，补充披露林春光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

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本所律师就本次交易的意向股份收购人及表决权委托接受人林春光先生已公开的

可查询信息进行了查验，现场访谈了林春光先生本人，并就其资金实力调取了相应的银行资

金证明资料。

（一）经核查，林春光先生个人信息如下：

姓名：林春光；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350321********603X

住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后江村礼泉西大道 1389号。

林春光先生目前担任的其他企业职务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职务

1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2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3 上海新视界实业有限公司 监事

除在上述企业任职外，林春光先生目前同时担任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

（二）根据林春光先生的声明，其个人自有资金主要来自于其投资企业的历年经营积累，

以及其个人及关联方在 2018年 5月向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524， 以下简称

“光正集团” ）出让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所获交易对价（该对价尚有

18,000万元尚未支付）。同时，经本所律师核查，林春光先生个人目前持有光正集团 25,166,640

股股份，并通过其控制的上海新视界实业有限公司（其持股 90%）持有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

投资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三）根据对林春光先生的访谈，其确认实施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将根据最终确定的交

易对价金额确定，鉴于最终交易方案尚未确定，暂无法确定是否需要采取包括使用杠杆资金

在内的方式实施融资。

本所律师认为，林春光先生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资格和条件，其将根据本次交易的最终

方案确定的对价金额选择是否使用包括杠杆资金方式在内的方式实施融资以完成本次交易。

二、请说明温萍表决权委托的原因，是否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签订其他协议，如有，请及

时对外披露，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就温萍拟向林春光实施股份表决权委托事宜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林春光实施

本次交易之目的为获得鞍重股份的控制权，在其通过本次交易收购的鞍重股份的股份数量仅

占鞍重股份股本总额的 16.7347%，不足以实现对鞍重股份的实际控制。 为了确保本次交易之

目的的实现，经林春光与温萍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永柱协商，确定在各方就本次交易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的前提下， 由温萍将其持有的鞍重股份 23,982,750 股股份所对应的股东表决权、提

名提案权等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林春光先生行使，且温萍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不擅自对外

转让已委托部分的股份。

根据林春光及温萍的声明，目前温萍未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就股份表决权委托以及拟委

托股份处置事宜签署其他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 温萍拟将所持股份表决权委托给林春光系根据本次交易之目的而实施，

其拟实施的股份表决权委托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温萍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之间未就股份表决权委托以及拟委托股份处置事宜签署

其他协议。

三、请结合杨永柱、温萍、杨琪所持有你公司股票的股份性质、限售情况、承诺事项等，说

明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主体是否违反股份限售承诺。 请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所律师就本次交易的股份出让方杨永柱、温萍及杨琪所持鞍重股份股票的性质、

限售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上述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 所持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杨永柱 57,460,000 24.8603% 43,095,000 18.6452% 14,365,000 6.2151%

温萍 31,977,000 13.8350% 23,982,750 10.3762% 7,994,250 3.4587%

杨琪 16,320,000 7.0609% 0 0 16,320,000 7.0609%

合计 105,757,000 45.7561% 67,077,750 29.0214% 38,679,250 16.7347%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杨永柱、温萍及杨琪曾针对资本市场实施的公开承诺如下表：

承诺人 职务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承诺履行情

况

杨永柱 董事长

本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

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鞍重股份回购该股份

2012.3.29-

2015.3.29

已履行完毕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鞍山重型矿

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份” ）股份总数的 25%，不对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公司股

份的控制权；本人从公司离职后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一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3.29-

至今

履行中

温萍 总经理

本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

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鞍重股份回购该股份

2012.3.29-

2015.3.29

已履行完毕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鞍山重型矿

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份” ）股份总数的 25%，不对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公司股

份的控制权；本人从公司离职后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一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3.29-

至今

履行中

杨琪 无

本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

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鞍重股份回购该股份

2012.3.29-

2015.3.29

已履行完毕

注：杨永柱及温萍曾于鞍重股份 2016 年 4 月 23 日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声明“如本次交

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本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

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

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

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

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 鉴于鞍重股份已于 2017年 4月 21

日因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遭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杨永柱及温萍所持

股份依据声明应用于投资者赔偿安排。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鞍重股份已对外公告的交易方案中包括温萍将所持部分鞍重股

份的股份表决权、提名及提案权委托给林春光行使，上述权利委托行为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委托行为。 但杨永柱及温萍曾作出的锁定股份条件目前

已生效，本次交易方案中涉及的股份转让内容与其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符。 为解决本次

交易方案与既有承诺不一致的问题，本次交易双方均已确认不再按照已披露的交易内容实施

交易，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已经生效的公开承诺基础上重新协商制定新的交易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鞍重股份已公告的包括股份表决权委托在内的本次交易方案与杨永柱及

温萍既有股份锁定承诺不符，交易双方目前已决定终止实施已对外公告的交易方案，并重新

进行磋商，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尚待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四、请你公司说明温萍与林春光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请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经本所律师核查，温萍与林春光无亲属关系，在本次交易实施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未签署任何可能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生效文件，也不存在可能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如下情形：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

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鉴于交易双方已决定终止实施对外公告的交易内容，并重新就交易内容进行磋商，因此

本次交易尚无明确的实施方案。 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如仍涉及温萍将与林春光之间的股份表

决权委托事项的，则二人将签署与股份表决权委托相关的协议，并导致二人构成《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温萍与林春光之间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如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仍涉及温萍将股份表决权委托给林春光的，将导致温萍与林春光之间

产生一致行动关系。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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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重股份” 或“公司” 或“上市

公司” ）于 2018年 9月 20日，公司分别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划股权转

让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划股权转让暨公

司控制权拟变更的补充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杨永柱、温萍、杨琪拟将所持公司合计 38,679,

2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6.7347%）转让给林春光或其控制的关联方。 同时，温萍拟将本次

转让后剩余所持公司 23,982,75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762%） 对应的全部股东表决

权、提名提案权等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林春光或其控制的关联方。 本次股份转让及本次表

决权委托（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完成后，林春光将控制上市公司 27.1109%股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林春光。

经公司自查，杨永柱、温萍本次股份转让与其在《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的声明承诺内容不符。 因

此本次交易双方无法按照公司于 2018年 9月 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

划股权转让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补充公告》中方案执行，交易各方决定终止此公告中的交

易方案。 交易各方将继续商讨可行的交易方案，新转让方案确定后，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18年 9月 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鞍山重

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8】 第 710 号， 以下简称 “问询

函” ）， 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 1、请结合杨永柱、温萍、杨琪所持有你公司股票的股份性质、限售情况、承诺事项等，

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主体是否违反股份限售承诺。 请律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杨永柱、温萍、杨琪所持公司股票的性质、限售情况及限售承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杨永柱、温萍、杨琪所持本公司股票的股份数量及限售情况如下：

股东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 所持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杨永柱 57,460,000 24.8603% 43,095,000 18.6452% 14,365,000 6.2151%

温萍 31,977,000 13.8350% 23,982,750 10.3762% 7,994,250 3.4587%

杨琪 16,320,000 7.0609% 0 0 16,320,000 7.0609%

合计 105,757,000 45.7561% 67,077,750 29.0214% 38,679,250 16.7347%

杨永柱、温萍、杨琪作出的与股份限售相关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

承诺人 职务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承诺履行情

况

杨永柱 董事长

本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

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鞍重股份回购该股份

2012.3.29-

2015.3.29

已履行完毕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鞍山重型矿

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份” ）股份总数的 25%，不对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公司股

份的控制权；本人从公司离职后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一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3.29-

至今

履行中

温萍 总经理

本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

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鞍重股份回购该股份

2012.3.29-

2015.3.29

已履行完毕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鞍山重型矿

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份” ）股份总数的 25%，不对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公司股

份的控制权；本人从公司离职后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一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3.29-

至今

履行中

杨琪 无

本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鞍重股

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鞍重股份回购该股份

2012.3.29-

2015.3.29

已履行完毕

2、重组承诺

杨永柱及温萍曾于鞍重股份 2016年 4月 23日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声明“如本次交易因

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本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

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

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

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 鉴于鞍重股份已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因

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遭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杨永柱及温萍所持股份

依据声明应用于投资者赔偿安排。

（二）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说明

鞍重股份已对外公告的交易方案中包括温萍将所持部分鞍重股份的股份表决权、提名及

提案权委托给林春光行使，上述权利委托行为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

合法有效的委托行为。

（三）相关主体是否违反股份限售承诺的说明

基于以上情况，本次交易，杨永柱、温萍拟转让股份如果实施，则违反了相关股份限售承

诺，即违反了杨永柱及温萍在《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

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的声明；杨琪拟转让股份如果实施，不存在违反相关

股份限售承诺。

综上所述，为解决交易方案与既有承诺不一致的问题，本次交易已无法按照已披露的交

易内容实施交易，各方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已经生效的公开承诺基础上重新协商制定新

的交易方案。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鞍重股份已公告的包括股份表决权委托在内的本次交易方案与杨永

柱及温萍既有股份锁定承诺不符， 交易双方目前已决定终止实施已对外公告的交易方案，并

重新进行磋商，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尚待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问题 2、上述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以及合理性，拟转让价格区间较 9 月 19 日你公司

股票收盘价（6.29元）增幅达 106%-138%的原因以及合理性。

答复：

（一）本次转让或将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杨永柱、温萍、杨琪与林春光之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合作意

向书》” ），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涉及以下两部分：

1、 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杨永柱、 温萍及杨琪拟将所持上市公司合计 38,679,250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6.7347%） 转让给受让方林春光及其关联方 （以下简称 “本次股份转

让” ）。

2、 温萍同意将本次转让后剩余所持上市公司 23,982,750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3762%）对应的全部股东表决权、提名提案权等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受让方（以下简称

“本次表决权委托” ），且未经受让方同意不得擅自处置该部分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及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受让方将控制上市公司 27.1109%股份，杨永柱

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43,09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8.6452%）。 杨永柱、温萍不再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受让方，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林春光。

（二）本次转让包含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是交易双方商业博弈的结果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涉及了控制权变更，而表决权委托未做定价，

将全部的控制权意见均表现在股份转让上，即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包含了控制权的溢价。

本股份转让对价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转让价格区间为 13~15 元 / 股，根据初步商定的

价格区间，拟转让价格区间较 9 月 19 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6.29 元）增幅达 106%-138%，

这是交易双方初步商业博弈的结果，未来在此基础上，交易双方将进一步协商交易的具体方

案。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包含了控制权溢价，是双方初步商业博弈的结果，具

备合理性。

问题 3、结合林春光的背景情况、资金实力，补充披露林春光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是否存

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林春光的背景

林春光，西安交通大学在读 EMBA，林春光致力于健康产业的发展，在医疗行业深耕十余

年，通过投资新建、并购重组等方式开拓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实现多元化经营，创立了上海新

视界眼科医院集团，2018年 5月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并入光正集团， 目前担任光正集团副董事

长，非独立董事职务。 在社会职务方面，是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

（二）林春光的资产资金实力情况

根据林春光先生的声明， 其个人自有资金主要来自于其投资企业的历年经营积累，2018

年 5 月，光正集团以现金收购方式收购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交易对

价为 60,000万元，截止至目前，光正集团共计向林春光及受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支付 42,000 万

元，尚有 18,000万元待支付价款。

林春光控制的上海新视界实业有限公司（其持股 90%）持有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

限公司 49%股权，根据 2018 年 3 月 22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联

评报字[2018]第 345 号）显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122,325 万元，林

春光持有 49%的股权价值折算金额为 59,939.25万元。

林春光持有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光正集团，股票代码：002524）25,166,640

股股份（占光正集团总股本 5%）。

（三）林春光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及利用杠杆说明

根据对林春光先生的访谈，其确认实施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将根据最终确定的交易对价

金额确定，鉴于最终交易方案尚未确定，暂无法确定是否需要采取包括使用杠杆资金在内的

方式实施融资。

综上所述，林春光具备收购的资金实力，本次收购的资金可能涉及利用融资杠杆支付收

购资金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林春光先生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资格和条件，其将根据本次交易的最

终方案确定的对价金额选择是否使用包括杠杆资金方式在内的方式实施融资以完成本次交

易。

问题 4、你公司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后续安排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拟签订时

间、资金预计支付情况、股权预计过户时间等。

答复：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林春光有权对杨永柱、温萍、杨琪及上市公司进行

全面的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杨永柱、温萍、杨琪应当促使上市公司以及其他尽

职调查范围内的主体予以配合， 并保证其向林春光及林春光所聘请中介机构提供资料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性。 如尽调结果令林春光认可，则杨永柱、温萍、杨琪应与林春光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等正式协议，确保林春光取得上市公司 27.1109%股份的控制

权，本次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以各方正式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

托协议》为准；如果后续尽调结果不能令林春光认可，林春光有权随时终止本次交易并有权单

方解除本协议。

截止至本回复出具日，林春光及其关联方聘请了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正在对上市公

司进行尽职调查，根据收购方的初步计划，本次尽职调查争取在 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

如果尽职调查结果令林春光认可，在不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情

况下，争取于 2018年 10 月 31 日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资金预计支付情况将在股权转让

协议中再行协商确定，关于股权预计过户时间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认可情

况，尽早完成过户。

问题 5、请说明温萍表决权委托的原因，是否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签订其他协议，如有，请

及时对外披露，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前，杨永柱持有公司股份 57,4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8603%；温萍持有

公司股份 31,97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8350%，杨永柱、温萍系夫妻关系，合计持有股

份数量为 89,437,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8.6952%，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此外，公司第三大股东杨琪持有公司股份 16,3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609%，杨

琪系杨永柱、温萍之女。

（二）本次股份转让前后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经双方协商，本次转让拟合计转让 38,679,250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347%，各转让方拟转让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数量（股）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比例（%）

杨永柱 57,460,000 14,365,000 6.2151

温萍 31,977,000 7,994,250 3.4587

杨琪 16,320,000 16,320,000 7.0609

合计 105,757,000 38,679,250 16.7347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杨琪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杨永柱、温萍持股数量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拟转让后，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 本次拟转让后，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

杨永柱 43,095,000 18.6452

温萍 23,982,750 10.3762

合计 67,077,750 29.0214

（三）温萍表决权委托的原因

经公司核实，并经律师就温萍拟向林春光实施股份表决权委托事宜进行了访谈，林春光

实施本次交易之目的为获得鞍重股份的控制权，在其通过本次交易收购的鞍重股份的股份数

量仅占鞍重股份股本总额的 16.7347%，不足以实现对鞍重股份的实际控制。 为了确保本次交

易之目的的实现，经林春光与温萍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永柱协商，确定在各方就本次交易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 由温萍将其持有的鞍重股份 23,982,750 股股份所对应的股东表决

权、提名提案权等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林春光先生行使，且温萍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不擅

自对外转让已委托部分的股份。

（四）交易双方尚未签订其他协议

截止至本回复出具日，林春光聘请的中介机构团队正在履行对杨永柱、温萍、杨琪及上市

公司进行全面的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除已签署的《合作意向书》，根据林春光

及温萍的声明，目前温萍未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就股份表决权委托以及拟委托股份处置事宜

签署其他协议。

综上所述，温萍表决权委托系保证林春光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截止至本回复出

具日，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未签订其他协议，后续如果交易双方签署任何协议，上市公司将及

时对外披露。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温萍拟将所持股份表决权委托给林春光系根据本次交易之目的而实

施，其拟实施的股份表决权委托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截止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温萍与林春光及其关联方之间未就股份表决权委托以及拟委托股份处置事宜

签署其他协议。

问题 6、请你公司说明温萍与林春光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请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

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

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

致行动人。 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三）投资者的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五）银行以外

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六）投资者之间存在

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

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股份；（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

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

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十二） 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

联关系。 ”

根据温萍、林春光分别出具的说明，并经律师核查，温萍与林春光无亲属关系，在本次交

易实施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签署任何可能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生效文件，温萍、林春光

之间不存在上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亦不

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合作意向书》外，温萍和林春光尚未就股份转让

和表决权委托事项签署正式协议， 亦未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其他一致行动安排，温

萍和林春光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鉴于交易双方已决定终止实施对外公告的交易内容，并重新就交易内容进行磋商，因此

本次交易尚无明确的实施方案。 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如仍涉及温萍将与林春光之间的股份表

决权委托事项的，则二人将签署与股份表决权委托相关的协议，并导致二人构成《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温萍与林春光之间不属于一致行动

人。 如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仍涉及温萍将股份表决权委托给林春光的，将导致温萍与林春光

之间产生一致行动关系。

问题 7、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双方是否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对表决

权委托部分的股权后续转让计划、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或计划。

答复：

经公司与交易各方询问，截止至本回复出具日，交易双方尚未就本次表决权委托双方是

否存在未来 12个月内针对表决权委托部分的股权后续转让计划、 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或计

划做出任何约定，林春光聘请的中介机构团队正在履行对杨永柱、温萍、杨琪及上市公司进行

全面的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公司将持续关注跟踪杨永柱、温萍、杨琪和林春光及其关联方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安排

或计划，后续如果交易双方签署任何意向书、协议或者其他文件，上市公司将及时对外披露。

问题 8、林春光成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后，未来一年时间里有无对公司重组的计划。

答复：

经公司与交易各方询问，截止至本回复出具日，林春光聘请的中介机构团队正在履行对

杨永柱、温萍、杨琪及上市公司进行全面的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林春光尚未表

明成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后，未来一年时间里拟对公司的重组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跟踪杨永柱、温萍、杨琪和林春光及其关联方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安排

或计划，关注林春光成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后，对公司重组的计划，如有，上市公司将及时对

外披露。

问题 9、你公司 20 日晚间披露补充公告时，将股权受让方由“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林春光” 变更为“林春光或其控制的关联方” 的原因，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的情形，上海养

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林春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答复：

（一）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情况

截止至本回复出具日，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架构如下：

林弘立、林弘远系林春光之子，林春光拟对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变更，变

更完成后，林春光将成为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二）受让方披露变化原因

由于上述股权转让变更尚未完成， 因此公司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晚间披露补充公告时，

将股权受让方由“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林春光” 变更为“林春光或其控制的关联

方” 。

综上所述，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林春光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变更不存在误导性

陈述的情形。

问题 10、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复：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因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截止至本回复出具日，经公司自查，杨永柱、温萍本次股份转让与其在《鞍山重型矿山机

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的

声明承诺内容不符。 因此本次交易双方无法按照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划股权转让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补充公告》中方案执行，因此交易

各方决定终止此公告中的交易方案。 交易各方将继续商讨可行的交易方案，新转让方案确定

后，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月 15日

2018年 10月 16 日 星期二

B4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