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薛嘉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琰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190,863,271.41 5,007,299,328.00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3,871,404,733.36 3,784,838,448.53 2.2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7,843,235.58 -3.74% 3,395,212,696.43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50,836,604.07 -4.93% 358,231,177.61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28,604,641.68 38.21% 296,588,403.03 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44,498,524.19 184.60% 412,486,954.58 30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43 -14.24% 0.4335 -15.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13 -15.64% 0.4307 -1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0% 0.00% 9.35% 0.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507,936.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43,566,717.2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28,551,037.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945,983.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545,969.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67,057.56

合计 61,642,774.5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1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伟佳国际企

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54% 137,500,000 0

余江县罗莱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4% 94,292,397 0

CA� Fabric�

Investments

境外法人 9.98% 82,985,006 0

薛骏腾 境内自然人 7.78% 64,654,639 0 质押 25,850,000

王辰 境内自然人 4.63% 38,522,652 0

薛晋琛 境内自然人 4.63% 38,522,652 0

上海伟发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8% 33,910,472 33,910,472 质押 33,910,472

北京本杰明

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6% 18,768,157 0

薛剑峰 境内自然人 1.56% 12,934,841 0

上海明河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明河

成长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6% 11,300,0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137,5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7,500,000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94,292,397

人民币普通

股

94,292,397

CA�Fabric�Investments 82,985,006

人民币普通

股

82,985,006

薛骏腾 64,654,639

人民币普通

股

64,654,639

王辰 38,522,652

人民币普通

股

38,522,652

薛晋琛 38,522,652

人民币普通

股

38,522,652

北京本杰明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18,768,157

人民币普通

股

18,768,157

薛剑峰 12,934,841

人民币普通

股

12,934,841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明河成长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1,3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300,000

太平洋证券－兴业银行－太

平洋证券红珊瑚 8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1,277,827

人民币普通

股

11,277,8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薛伟成先生，持有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5%

的股权。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持有本公司 11.34%的股份， 并持有上海伟发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55%的股权， 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6.54%的股

份，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上

海伟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08%的股份。 薛骏腾先生，系薛伟

成的弟弟薛伟斌之子；王辰女士，系薛伟成长子之配偶；薛晋琛先生系薛伟

成之次子；薛剑峰先生，系薛伟成之侄。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增加 74.18%，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转定期存款、经营现金净流入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22.28%，主要系公司国外供应商预付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39.02%，主要系待处置子公司相关应收款暂未收回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 92.34%，主要系理财产品减少并按金融工具新准则重分类到交易性

金融资产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比期初下降 100.00%，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比期初增长 100.00%，主要系公

司按金融工具新准则重分类所致；

6.�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长 172.43%，主要系公司新增自动仓项目及美国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7.�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88.41%，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 89.03%，主要系公司未到支付期的税额增加所致；

9.�应付股利期末比期初增加 100.00%，主要系公司暂未支付战略投资者和限制性股票的股利；

10.�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 43.54%，主要系公司未到票的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11.�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比期初增加 38.00%，主要系美元资产升值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少，同时理财转定期存款增加利息收

入所致；

13.�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本期消化库存优化商品采购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回的到期理财产品转定期存款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本期分红流出的现金高于限制性股票融资收到的

现金，而同期非公开发行流入的现金高于分红流出的现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245 5,310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0 1,0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92,729.61 4,029.61 0

合计 99,974.61 10,339.61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 08月 2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 年 8

月 2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9-063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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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 2019年 10月 18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以通讯方

式参加会议的董事均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前完成审议和书面表决； 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 10:00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薛伟成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其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登载于 2019年 10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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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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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登载于

2019年 10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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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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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登载于

2019年 10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 反

对，0�票弃权。

《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登载于 2019年 10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

《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9-06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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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9年 10月 18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年 10月 22日下午 14 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由监事会主席邢耀宇先生主持，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 3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2019年 10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

2、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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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马伟、翟靖蓓、朱芳、彭攀、杨岸宏、

叶纯根 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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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万股、翟靖蓓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8 万股、朱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 万股、彭攀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96 万股、杨岸宏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32 万股、叶纯根持

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2.2万股）12.7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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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周兵、马伟、马媛、宋文超、王天

娄、杨绚 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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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兵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万股、马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8万股、马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5.5万股、宋文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8万股、王天娄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 万股、杨绚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万股）42.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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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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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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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莱生活” ）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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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 3月 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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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17年 4月 17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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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7年 6月 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

报告。

4、2017年 6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为 48人，授予 309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17年 6月 22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

市。

5、2018年 3月 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授予 11名激励对象 74

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授予日

为 2018年 3月 6日，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18年 3月 22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6、2018年 3月 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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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回购并注销 3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 19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注销

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48 人调整到 45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309万股调整到 290万股。

7、2018年 6月 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4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4.8 万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

通日为 2018年 6月 27日。

8、2019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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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回购并注销 12 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402,000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9、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

象共计 1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4 万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5 月

13日。

10、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实施完毕，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54,

409,1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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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规定，公

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前次未登记完成的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回购数量调整为 442,200 股，2017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 5.8727 元 / 股，2017

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 6.9545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律

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9年 7月 9日办理完成。

11、2019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3名，可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55,700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7月 11日。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马伟、翟靖蓓、朱芳、彭攀、杨

岸宏、叶纯根 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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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万股、翟靖蓓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8 万股、朱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1.65万股、彭攀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96 万股、杨岸宏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32 万股、叶

纯根持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2.2万股）12.7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5.8727元 /股。

2017年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6.9545元 /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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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激励对象中马伟、翟靖蓓、朱芳、彭攀、杨岸宏、叶纯根 6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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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 万

股、翟靖蓓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8 万股、朱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 万股、彭攀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3.96 万股、杨岸宏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32 万股、叶纯根持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2.2

万股）12.7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中马伟、翟靖蓓、朱芳、彭攀、杨岸宏、叶纯根 6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

关激励对象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回购注

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2.76万股股份。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

勤勉尽责，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罗莱生活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的数量、价格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

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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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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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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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莱生活” ）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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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8 年 8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18年 9月 3日，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8年 11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

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为 90人，授予 968万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18年 11月 30日在深交所中小板

上市。

5、2019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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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回购并注销 6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50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 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于 2019年 5月 29日实施完毕， 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54,

409,1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规定，公

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前次未登记完成的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回购数量调整为 550,000股，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回购价格调整为 5.8545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9年 7月 9日办理完成。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周兵、马伟、马

媛、宋文超、王天娄、杨绚 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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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兵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 万股、马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8 万股、马媛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 5.5 万股、宋文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8 万股、王天娄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

万股、杨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万股）42.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价格为 5.8545元 /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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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周兵、马伟、马媛、宋文超、王天娄、杨绚 6 人因个人原

因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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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兵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 6.6万股、马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8万股、马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5.5万股、宋文超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8万股、 王天娄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 万股、 杨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6万股）42.9万股股份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周兵、马

伟、马媛、宋文超、王天娄、杨绚 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

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2.9万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勤勉尽责，同意公司

回购注销该部分已授出的首次限制性股票。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罗莱生活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的数量、价格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

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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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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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1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11月 12日一一 2019年 11月 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11月 13日上午 9:30 一 11:30，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11 月 12 日 15:00 至

2019年 11月 13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88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五）会议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

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19年 11月 5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19年 11月 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代理

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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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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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计票结果。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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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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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股票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或其他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

登记表》，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

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 11月 6日上午 9:00-11:30和下午 14:00-16:3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88号 B栋二层。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魏楠楠

电 话：021-23137924

传 真：021-23138776-340（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88号 B栋二层

（二）本次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93

2．投票简称：罗莱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11月 13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

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

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名

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发言人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1、 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的

时间。

3、 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本人 ），出席 2019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

议案的表决权。如果股东本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下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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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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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2019年 月 日

注：1、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委托人可在“赞成” 、“反对”或“弃权”处划“√” ， 或填上具体股份数目，作出投票指示。

3、本委托书的有效限期：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晓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鸿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5,569,090,234.59 12,813,386,229.75 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921,748,538.55 1,862,713,768.01 3.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629,982.70 -81.67% 980,263,249.10 -3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9,562,098.81 -256.10% 91,044,770.54 -4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9,642,616.28 -260.92% 91,800,814.51 -4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223,726,251.29 -66.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82 -255.92% 0.1778 -4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82 -255.92% 0.1778 -4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1.68% 4.81% -5.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6,803.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029.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5,443.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713.30

合计 -756,043.9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8,5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肥兴泰金

融控股 （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90% 296,557,056

合肥城改投

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3,015,200

杨全玉 境内自然人 0.29% 1,500,000

任秋平 境内自然人 0.22% 1,107,200

陈丽珺 境内自然人 0.20% 1,040,694

陈兰娣 境内自然人 0.19% 994,400

上海狄普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利斌价

值成长 1号

其他 0.18% 929,121

李勇伟 境内自然人 0.16% 829,700

陈咏梅 境内自然人 0.13% 682,560

王晓毅 境内自然人 0.13% 669,920 502,44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296,557,056

人民币普通

股

296,557,056

合肥城改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3,015,200

人民币普通

股

3,015,200

杨全玉 1,5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00,000

任秋平 1,107,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07,200

陈丽珺 1,040,694

人民币普通

股

1,040,694

陈兰娣 994,400

人民币普通

股

994,400

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利斌价值成

长 1号

929,121

人民币普通

股

929,121

李勇伟 829,700

人民币普通

股

829,700

陈咏梅 682,560

人民币普通

股

682,560

章岚 652,800

人民币普通

股

65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丽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40,694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040,694

股；股东陈咏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2,56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682,560

股；股东任秋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7,2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

107,200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9年 3月 11日停牌，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9年 9月 24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9年第 42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通过，目前等待中国证监会下发正式批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关于收到深交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 2019年 07月 10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9年 07月 16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安徽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2019年 07月 16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 2019年 07月 26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公告》

2019年 08月 13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2019年 09月 11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19年 09月 11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公告》

2019年 09月 18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

安排的公告》

2019年 09月 19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票

停牌的公告》

2019年 09月 24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2019年 09月 25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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