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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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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

五路5号泰豪科技园3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

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977,0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977,059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977,0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51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5192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51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治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黄治家、刘健、张驰现场出席，成学平、

叶杨晶、卢明、何祚文、陈彬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徐盼庞博、朱江杰现场出席，张杨因疫

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检柯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刘猛因疫情防控原因

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其中：A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908,044 99.8744 69,015 0.1256 0 0.0000

其中：A股 54,908,044 99.8744 69,015 0.1256 0 0.0000

3、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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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其中：A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54,790,959 99.661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19,397,964 99.5943 79,015 0.4057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19,407,964 99.6457 69,015 0.3543 0 0.0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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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7,964 99.5943 79,015 0.4057 0 0.0000

4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19,290,879 99.044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至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其中：议案1和议案2涉及股权激励事

项，与相关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均未参与表决，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除关

联股东外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3已获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4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议案1至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素文、宋颖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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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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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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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2月7日，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0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内部保

密制度的规定， 公司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

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一

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2月7日，首次公开披露时

公司上市不足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在自查期间（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2月7日），

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在自查期间，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1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潘秋现 2019年11月至2019年12月 400 400

根据上述1名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其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对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其

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

处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

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

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

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

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利用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

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01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24日上午10:30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A1栋

16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0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方

式发出。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罗长

江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 实际出席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同意对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

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875,747,131.29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

同意聘任赖学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邵先取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9）】

备查文件：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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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1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2月24日上午9:30在公

司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

马迪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二、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上述议案的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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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4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1、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

值测试，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截至2019

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9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

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无形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进行信用减值及资

产减值测试后，2019年度计提各项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875,747,131.29

元，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计提准备金额占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的

比例

应收账款 169,948,169.22 610.12%

其他应收款 72,772,096.85 261.26%

存货 25,579,792.21 91.83%

长期应收款 109,300,000.00 392.39%

投资性房地产 10,765,900.00 38.65%

无形资产 268,936,709.88 965.50%

商誉 218,444,463.13 784.23%

合计 875,747,131.29 3143.98%

注：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减值项目、金额以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计入2019年度财务报告。

3、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预计需计提的减值准备作了合理性的说明， 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准备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362,124,384.03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121,693,220.06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或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调整后进行减

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计提金额 169,948,169.22元

计提原因

个别单项计提：对于个别账龄较长、涉诉、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考虑回款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按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其余应收账款按资产的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243,136,537.04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163,364,487.14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或不重大的其他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调整后进

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计提金额 72,772,096.85元

计提原因

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涉诉、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账款，考虑回款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按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其余应收账款按资产的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3、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应收款

账面余额 112,300,000.00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3,000,000.00�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长期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计提金额 109,300,000.00元

计提原因

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涉诉、单项金额重大的长期应收账款，考虑回款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坏账准备。

（二）资产减值准备

1、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 369,947,276.42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241,024,889.64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存货的公允价值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

计提金额 25,579,792.21元

计提原因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2、投资性房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投资性房产

账面余额 73,683,435.39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62,917,535.39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采用市场法估算评估对象的公允价值和采用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较

高者。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 10,765,900.00元

计提原因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3、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账面余额 347,756,612.00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49,789,017.74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采用收益法评估无形资产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 268,936,709.88元

计提原因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4、商誉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余额 459,799,703.30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190,629,875.84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采用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

计提金额 218,444,463.13元

计提原因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2019年度合并利润总额875,747,

131.29元。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 《企业会计准

则》 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公司基于谨

慎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对公司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存货、无形资产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

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

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备查文件：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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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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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审查同意，经2020年2月24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聘任赖学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赖学玲先生个人简历：

赖学玲，男，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山大学，会计

学硕士，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曾就职于广东省中医院、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和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2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

赖学玲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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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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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

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审查同意，经2020年2月24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聘任邵先取先生为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邵先取先生个人简历：

邵先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共产党员，1987年7月出生，大学

本科，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2011年7月，毕业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管理学学

士，会计学专业。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就职于广东智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任审计员；2012年10月至2016年1月，就职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广东分所，任审计项目经理；2016年2月至2020年1月，就职于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任审计高级项目经理；2020年2月至今，

就职于公司审计部。

邵先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个人信用记录良好，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网所列的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股票代码：601360� � � �股票简称：三六零 编号：2020-005号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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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03,141,12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2月2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六零” ，前身为江

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发的《关于核准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天津奇信志成科

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4号），核准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及向天津奇信志成科技有限公司、周鸿祎、天津欣新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红杉懿远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信心奇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齐向东、浙江

海宁国安睿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聚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天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

京瑞联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金砖丝路(银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汇臻资本管理(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博睿维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华晟领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融嘉汇能投资管理中心、烟台民和昊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瑞金市华

融瑞泽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太平国发通融贰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绿廪创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博达科电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芒果文创(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以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建虎启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执一

奇元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金砖丝路(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挚信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永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锐普文

华(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北京凯金阿尔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金佳立(天津)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朗泰传富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华市普华百川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英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云启网加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千采壹号(象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42名股东，

发行6,366,872,72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397,182,443股增至6,764,

055,167股。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申请上市限售股份的锁定期安排主要依据相关股东签署的《关于股份

锁定事项的承诺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其中涉及本次上市限售股份的

相关内容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事项的承诺函》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1） 若本人/本公司/企业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时，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三六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六零科技” ）权益已满12个月，则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24个月届满之日

前不得转让，但前述期限届满后，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按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第一期： 自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证券账户之日起24个月届满之日与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对之前年度业绩补偿

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

告公告之日)中较晚的日期，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本次取得的股份总数的60%可

解除锁定；

第二期：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全部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

业绩补偿义务， 则为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最后一个会计

年度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本次取得的

股份总数的40%可解除锁定。

（2）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的， 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

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3）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

股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4） 如前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

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

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各方确认，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含当

日）实施完毕，《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锁定期分期解

锁的安排调整如下：

第一期：

自对价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24个月届满之日与相关股东对前两

个年度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

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中较晚的日期，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

40%可解除锁定；

第二期：

相关股东对前三个年度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

偿义务，则为相关股东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三个会计年度关于承诺业绩的

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30%可解除锁定；

第三期：

相关股东全部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

为相关股东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

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30%可解除锁定。

除上述锁定期调整外，原协议的其他条款和内容不变且继续有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请参考上述锁定期安排。鉴于：

（一）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之日起24个月已届满；

（二）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三六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情形；

（三） 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未能于2017年12月31日

前实施完毕，分期解锁安排应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调整后的锁定期为准；

（四） 根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及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2017年度及2018年度，业绩承诺主体三六零科技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超过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121,977万元，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且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

计报告均已公告。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锁定期内相关安排

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其取得对价

股份总数的40%可解除锁定。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

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三

六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03,141,12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2月27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1 齐向东 121,207,120 1.79% 48,482,848 72,724,272

2

南京瑞联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9,326,916 1.03% 27,730,766 41,596,150

3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4

芒果文创（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5

烟台民和昊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6,050,019 0.53% 14,420,007 21,630,012

6

北京融嘉汇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41,596,148 0.62% 16,638,459 24,957,689

7

中金佳立（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3,865,383 0.20% 5,546,153 8,319,230

8

金华市普华百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865,383 0.20% 5,546,153 8,319,230

9

杭州以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10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65,383 0.20% 5,546,153 8,319,230

11

千采壹号（象山）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319,251 0.12% 3,327,700 4,991,551

12

北京凯金阿尔法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3,865,383 0.20% 5,546,153 8,319,230

13

浙江海宁国安睿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0,922,953 1.64% 44,369,181 66,553,772

14

天津聚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5,908,028 1.57% 42,363,211 63,544,817

15 上海永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184,635 0.33% 8,873,854 13,310,781

16

深圳华晟领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915,288 0.74% 19,966,115 29,949,173

17

朗泰传富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865,383 0.20% 5,546,153 8,319,230

18

汇臻资本管理（深圳）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461,532 0.82% 22,184,612 33,276,920

19

宁波博睿维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461,532 0.82% 22,184,612 33,276,920

20

天津欣新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7,307,438 4.10% 110,922,975 166,384,463

21

北京红杉懿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85,795,997 2.75% 74,318,398 111,477,599

22

锐普文华（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2,184,635 0.33% 8,873,854 13,310,781

23

宁波挚信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957,644 0.37% 9,983,057 14,974,587

24

上海赛领博达科电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25

嘉兴云启网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478,822 0.19% 4,991,528 7,487,294

26

宁波建虎启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27

苏州太平国发通融贰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28

宁波执一奇元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29

金砖丝路（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30

上海绿廪创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31 嘉兴英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478,822 0.19% 4,991,528 7,487,294

32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47,142,280 0.70% 18,856,912 28,285,368

33

瑞金市华融瑞泽一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6,050,019 0.53% 14,420,007 21,630,012

34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88,738,428 1.31% 35,495,371 53,243,057

35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招商财富－

红筹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36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27,730,767 0.41% 11,092,306 16,638,461

37

天津天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6,142,906 1.27% 0 86,142,906

38

天津信心奇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4,646,170 2.14% 0 144,646,170

合计 1,988,641,935 29.40% 703,141,126 1,285,500,809

备注1：根据相关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奇信志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周鸿祎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天津众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三

六零股份，自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因此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

人中不包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备注2：本次应办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为根据锁定期安排符合解锁

条件的股东，共计38名，其中股东天津天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

信心奇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自身原因暂不办理解禁，本次实际办

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共计36名。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424,384,021 -654,658,278 4,769,725,743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42,488,703 -48,482,848 894,005,85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366,872,724 -703,141,126 5,663,731,598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397,182,443 703,141,126 1,100,323,5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97,182,443 703,141,126 1,100,323,569

股份总额 6,764,055,167 - 6,764,055,167

八、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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