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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八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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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

3、本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5、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韩玉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亚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0）。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由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刘济洲先生系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1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1）。

（三）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雇佣协议而

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行权和解

除限售，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由于原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

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000股，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225,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本事项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刘济洲先生系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1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2）。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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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

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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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监事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

3、本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5、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一航先生主持。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

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系因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

年6月6日实施完成所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据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0人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000股，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25,

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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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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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0日，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19年第八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亚

伦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确认上述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附：《吴亚伦先生个人简历》

吴亚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3年8月出生，学士学位。历任杜邦中国集团

有限公司个人防护部客户服务代表，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南欧

区销售总监，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欧洲及亚太区总监、全球电站投资部总经理、卢森堡

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孚尧能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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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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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了2019年第八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和 《关于制定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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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北京市天元

（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元律师”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正咨询” ）就《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 ）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2、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22日，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此外，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9年1月23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19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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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对《关于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

公告。本激励计划获得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4、2019年2月2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关

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并以2019年2月2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279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035.50万股，向符

合条件的27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97.00万股。天元律师就本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

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2019年3月23日，公司公告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公司完成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向277名激励对象授予1,033.00万股股票期权，向271名激励对象授予1,089.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98元/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49元/股。

6、2019年5月17日，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

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89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含

税）。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

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7、2019年11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中1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000股，回购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25,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

二、 关于调整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说明

1、调整事由

2019年5月17日，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方

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89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含税）。鉴于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2、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之“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

关规定：“若激励对象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

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

P仍须为正数。

因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P＝P0-V=6.98-0.015=6.965元/股。

3、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之“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

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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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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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P＝P0-V=3.49-0.015=3.475元/股。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

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上述调整事宜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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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系因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所致，该调整

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公司《激

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据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五、 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调整的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由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六、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价格调整

及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和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调整、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原因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七、 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2、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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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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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315,000股；

●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225,000股；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3.475元/股。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了2019年第八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和 《关于制定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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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北京市天元

（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元律师”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正咨询” ）就《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 ）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2、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22日，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此外，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9年1月23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19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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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对《关于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

公告。本激励计划获得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4、2019年2月2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关

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并以2019年2月2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279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035.50万股，向符

合条件的27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97.00万股。天元律师就本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

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2019年3月23日，公司公告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公司完成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向277名激励对象授予1,033.00万股股票期权，向271名激励对象授予1,089.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98元/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49元/股。

6、2019年5月17日，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

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89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含

税）。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

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7、2019年11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中1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000股，回购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25,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

二、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说明

（一）注销股票期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雇佣协议而

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行权和解

除限售，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原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

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二）注销股票期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公司拟对上述12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

000股进行注销， 对上述10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22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公司拟用于本次

回购的资金总额为781,875.00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 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430,890,000股变更为430,665,

000股，届时公司将依法履行减资程序，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590,000 40.75% -225,000 175,365,000 40.7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55,300,000 59.25% 0 255,300,000 59.28%

三、股份总数 430,890,000 100.00% -225,000 430,665,000 100.00%

四、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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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监事会意见

鉴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0人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000股，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225,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

六、 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0人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且程序合法、合规。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及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价格调整

及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和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调整、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原因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2、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63� � �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2019-113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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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的2019年第八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本事项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

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

裁员、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雇佣协议而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

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行权和解除限售，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由于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

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25,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5%，回购价格为

3.475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30,890,000股减至430,665,0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

相应由430,890,000元减少为430,665,000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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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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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权人如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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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二工业区11栋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19年11月21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3、联系人：曹阳

4、联系电话：0755-86026786-846

5、传真号码：0755-86114545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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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部分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亚厦股份” ）于近日接到实际控制

人张杏娟女士的通知，获悉张杏娟女士将其所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购回，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部分购回的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27日， 张杏娟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8,85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方式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约定购回日为2020年01月24日，张杏娟女士于

2019年11月19日办理了提前购回4,460,000股操作。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部分

购回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期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张杏娟 是 4,460,000 2.64% 0.33% 2017-12-27 2019-11-19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 计 4,460,000 2.64% 0.33%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亚厦控

股

439,090,032 32.77% 289,964,871 66.04% 21.64% 0.00 0.00 0.00 0.00

张杏娟 169,016,596 12.61% 40,026,999 23.68% 2.99% 0.00 0.00 0.00 0.00

丁欣欣 90,250,107 6.74% 0.00 0.00 0.00 0.00 0.00 90,250,107 100%

丁泽成 12,000,050 0.90% 0.00 0.00 0.00 0.00 0.00 9,000,037 75%

合计 710,356,785 53.01% 329,991,870 46.45% 24.63% 0.00 0.00 99,250,144 26.09%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

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证明；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01� � � �证券简称：微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6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兰溪普华臻宜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公司的认缴出资额已缴付完毕，合伙企

业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2019-060）及《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2019-073）。

公司于近日接到通知，合伙企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相

关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兰溪普华臻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编码：SJH412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9-060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珠海新能联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植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31日发布了《青岛

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3），珠海新能联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能联合” ）及其一致行

动人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1,553,115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6%，详情请查询上述公告。

2019年11月20日，公司收到了新能联合与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函》，截至2019年11月20日，新能联合极其一致行动人自披露

减持计划以来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

间区间内，大股东在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新能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函》，截

至2019年11月20日，新能联合、华夏基金-浦发银行-华夏基金-中植产投-定增1号资产管理

计划、金鹰基金-浦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定增8号资产管理计划尚未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我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与新能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新能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

续关注新能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珠海新能联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股

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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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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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受理序号：192444）（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按《反馈意见》

要求对相关文件进行了说明和解释。现根据规定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之回复报告》。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报告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

关反馈意见文件。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