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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票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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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胡宇航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315,518股，占公司总股本(2,112,251,697股)比例为

0.204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17日。

一、股份发行概况及股本变化情况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三七互

娱” ，曾用名称“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1]167号文《关于核准芜湖顺荣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700万股， 并于2011年3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5,000万股增加至6,700万股。

公司于2011年6月17日进行201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总股本6,700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派现金股利2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

000,000股增至134,000,000股。

公司于2014年12月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向李卫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88号），核准上

市公司向李卫伟发行74,751,491股股份、向曾开天发行68,389,662股股份购买三七互娱（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七” ）60%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47,713,715股新股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上市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绪顺、吴卫红、吴

卫东以及投资者吴斌、叶志华、杨大可。上述新增股份于2014年12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发行前的134,000,000股增加到324,854,868股。

2015年4月30日，上市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

利润分配的预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324,854,86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7股，权益分派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由324,854,868股增至877,108,143股。

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41号），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5,289,300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收购上海三七剩余40%股权。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

司新增股份165,289,251股，于2016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此次

发行前的877,108,143股增加至1,042,397,394股。

2016年4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利润分

配的预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1,042,397,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

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此次权益分派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042,397,394股增至2,084,794,788股。

本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杨东迈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79

号）,核准公司向杨东迈发行14,692,049股股份、向谌维发行8,815,229股股份、向樟树市网众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网众投资” ）发行12,145,427股股份、向胡宇航发行9,534,

83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250,0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因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进行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因此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17.37元/股调整为17.27元/股，并相应调整了向发行对象发行的股数，其中向胡宇航发行的股

份数量由9,534,830股调整为9,590,040股。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股份63,316,056

股，于2017年7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此次发行前的2,084,794,788

股增加至2,148,110,844股。

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回购杨东迈等

人应补偿股份并予注销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回购相关事宜的

议案》，根据公司与杨东迈、谌维和网众投资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上海墨鹍》、《利润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墨鹍》、《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上海墨鹍》，结合上海墨鹍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墨鹍” ）2016年度、2017年度利润完成情况，补偿义务人

杨东迈、谌维和网众投资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3,240,591股，上述股份均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08%，其中杨东迈6,890,099股、谌维4,134,739股、

网众投资12,215,753股。 本次回购的股票于2018年6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上市公司总股本由2,148,110,844股降至2,124,870,253股。

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回购相关事宜的

议案》，根据公司与杨东迈、谌维和网众投资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上海墨鹍》、《利润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墨鹍》、《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上海墨鹍》，结合上海墨鹍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利润完成情况，补偿义务人杨东迈、谌维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合计为12,618,556股， 上述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59%，其中杨东迈7,887,022股、谌维4,731,534股。本次回购的股票于2019年6月26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2,124,870,253股降至

2,112,251,697股。

截至2020年7月10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2,112,251,697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1,475,326,

339股，占比69.85%；限售流通股636,925,358股，占比30.15%。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315,518股，占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比例为0.2925%，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0.2043%。

本次解除限售的4,315,518股限售股为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向胡宇航购买其持有

的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铭网络” ）49％的股权时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胡宇航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315,518股，其发行股票价格为17.27元/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1、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

胡宇航承诺：

若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

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 本人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若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

益的时间超过十二个月的， 本人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按照以下次序分三期解锁：

第一期解锁时间：本人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后或本

人履行完毕本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利润补偿协议》” ）中

2016年度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之日起，如前述两者时间不一致的，以发生较晚者为准；第一期

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中本人取得的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25%-本人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时累积应补偿的股份数

（可解锁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第二期解锁时间：本人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后或本

人履行完毕本人在《利润补偿协议》中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之日起，如

前述两者时间不一致的，以发生较晚者为准；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中本人取得的

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5%-本人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2016年度及2017年度业绩承诺时累积应补偿的股份数-第一期已解锁股份数量 （可

解锁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第三期解锁时间：本人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后或本

人履行完毕本人在《利润补偿协议》中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之

日起，如前述两者时间不一致的，以发生较晚者为准；第三期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中本

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100%-本人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2016年度、2017年

度及2018年度业绩承诺时累积应补偿的股份数-第一期已解锁股份数量-第二期已解锁股份

数量（可解锁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使得本人增持的上市公

司股份，本人承诺亦遵守上述约定。

本人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

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利润补偿承诺

胡宇航承诺： 智铭网络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000.00万元、5,000.00万元、6,250.00万元。

3、上述承诺完成及实现的情况

综上，承诺方胡宇航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已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十二个

月。 胡宇航因上述重组事项于2017年7月17日起获得公司新发行股份的总股数为9,590,040股，

其解锁期自2017年7月17日起开始计算， 胡宇航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按照前述承诺分三期解锁，具体业绩承诺

实现的情况及股份解锁时间如下：

（1）智铭网络2016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9.52

万元，超过2016年度承诺净利润4,000.00万元。因此，自胡宇航持有该股份上市之日（2017年7

月17日） 起十二个月后， 经公司申请， 胡宇航持有的第一批限售股2,397,510股（9,590,

040*25%）于2018年7月17日上市流通；

（2） 智铭网络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96.68

万元，超过2017年度承诺净利润5,000.00万元。因此，自胡宇航持有该股份上市之日（2017年7

月17日）起二十四个月后，经公司申请，胡宇航持有的第二批限售股2,877,012股【9,590,040*

（55%-25%）】于2019年7月17日上市流通；

（3） 智铭网络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40.19

万元，超过2018年度承诺净利润6,250.00万元。

目前胡宇航持有该股份从上市之日（2017年7月17日）起至2020年7月17日将满三十六个

月，胡宇航持有的第三批限售股4,315,518股【9,590,040*45%】将于2020年7月17日满足上市流

通条件。

（二）截止公告日，承诺方胡宇航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胡宇航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315,518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户，本次限

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17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份

数量（股）

冻结股份数量

（股）

是否担任高

管

1

胡宇航

4,315,518 4,315,518 0 5,050,000

否

合计

4,315,518 4,315,518 0 5,050,000 -

注：截止目前，股东胡宇航共持有公司股票105,612,651股，为其参与智铭网络重组及二级

市场增持获得的股票。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636,925,358 30.15% -4,315,518 632,609,840 29.95%

其中：高管锁定股

632,609,840 29.95% 0 632,609,840 29.95%

首发后限售股

4,315,518 0.20% -4,315,518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75,326,339 69.85% 4,315,518 1,479,641,857 70.05%

三、总股本

2,112,251,697 100.00% 0 2,112,251,697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对三七互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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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先生有关办理

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杨志茂 是

30,000,000 45.25% 3.35% 2018-11-19

2020-7-13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

5,000,000 7.54% 0.56% 2019-6-18

9,000,000 13.57% 1.00% 2018-12-21

14,000,000 21.12% 1.56% 2019-5-6

5,000,000 7.54% 0.56% 2019-6-18

合计 一

63,000,000 95.02% 7.03%

一 一 一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或

第一

大股

东及

其一

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杨志茂 是

63,000,000 95.02% 7.03%

否 否

2020-7-13 2023-7-20

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

省分公司

质押担

保

合计 一

63,000,000 95.02% 7.03%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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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告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公告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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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

公司

250,000,000 27.90% 199,350,000 199,350,000 79.74% 22.25% 0 0% 0 0%

朱凤廉

132,110,504 14.74% 117,000,000 117,000,000 88.56% 13.06% 0 0% 0 0%

杨志茂

66,300,000 7.40% 63,000,000 63,000,000 95.02% 7.03% 0 0% 0 0%

合计

448,410,504 50.05% 379,350,000 379,350,000 84.60% 42.34% 0 0% 0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未来半年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000万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4.46%，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23%，对应融资余额1.50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为14,6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2.56%，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6.29%，对应融资

余额13.00亿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5．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名称：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东深二路66号天安数码城

（4）主要办公地点：东莞市凤岗雁田村镇田北路

（5）法定代表人：杨梅英

（6）注册资本：80,000万

（7）经营范围：科教投资，房地产投资，实业项目投资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3,104,045.10

负债总额

2,505,753.21

营业收入

171,928.97

净利润

32,21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433.90

资产负债率

80.73%

流动比率

1.24

速动比率

1.23

现金

/

流动负债比率

18.64%

（9）截止目前，新世纪公司各类借款总余额25.85亿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

8.90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16.90亿元。其中，已发行债券余额14.00亿元，未来一

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不超过10.00亿元。新世纪公司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10）新世纪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

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新世纪公司资产充足、资信良好、

融资渠道畅通，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6．杨志茂先生基本情况

（1）姓名：杨志茂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

（4）住所：广东省广州市

（5）任职：现任东莞市弘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6）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新世纪公司

7．朱凤廉女士基本情况

（1）姓名：朱凤廉

（2）性别：女

（3）国籍：中国

（4）住所：广东省广州市

（5）任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6）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新世纪公司

8．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主要用于资金周转，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等。

9．本次股份质押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将会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或其他担保物等措施化解风险。本公司将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其他说明

杨志茂先生上述解除质押及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对本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杨志茂先生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

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相关的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49� � �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2号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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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85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02,706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2557%。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7月20日。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85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

1,102,706股限制性股票将于2020年7月20日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2018年5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5月22日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6月26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9.03元／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计向96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151.09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6月2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19年7月11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2019年7月17日届满，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92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4,524股，回购注销432,638股，回购价

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6.3548元/股。并于2019年8月11日完成了回购注销工作。

前述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7日、2018年7月18

日、2019年6月21号和2019年7月12日、2019年8月1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2020年7月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专项意见（详见公司2020年7月10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85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02,706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2557%（详见下表）。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7月20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截止本次解除限售

前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情况

数量

占当前总股本的比

例

1

何 鹏 董事、副总裁

145,712 52,123 0.0121%

2

何 颉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143,370 51,285 0.0119%

3

陈 曦 董事

57,160 20,447 0.0047%

4

吴攀道 副总裁

123,223 44,079 0.0102%

5

庄万福 财务总监

119,943 42,905 0.0099%

6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80

人）

2,502,403 891,867 0.2068%

7

个人层面考核不合格（

5

人）

175,230 0 -

8

离职人员（

3

人）

67,233 0 -

合计（

93

人）

3,334,274 1,102,706 0.2557%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一致。但存在以下调整事项：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6月26日为授予日，拟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26名激励对象授予238.38万股限制性股票。 但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

纳、股份登记的过程中，原激励对象中30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共计480,600股，43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92,300股，故

实际向96名激励对象授予1,510,9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分别于2018年半年度和2018年度实施了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29,

010,900股增加至372,841,501股。 因此， 激励对象获授的1,510,900股限制性股票增加至4,366,

501股。

2019年6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共计93人（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

励对象资格；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层面考核不合格，可解除限售比例0%。因此本次实际解除限

售的激励对象为92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4,5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28%。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7月19日上市流通。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2,879,339

股。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后，截止本次解除限售前，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34,274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增减（

+

，

-

）

变动后股本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56,052,246.00 36.19

一一

154,584,847.00 35.88

高管锁定股

152,717,972.00 35.41

一一

152,717,972.00 35.44

股权激励限售股

3,334,274.00 0.78 -1

，

467

，

399.00 1,866,875.00 0.4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5,197,217.00 63.81 +1

，

102

，

706.00 276,299,923.00 64.12

三、总股本

431,249,463.00 100.00 -364

，

693.00 430,884,770.00 100.00

注：1、股权激励限售股“本次增减”包括：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1,102,706股和回购注销的

股份数364,693股。

2、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60� � � �证券简称：*ST斯太 公告编号：2020-073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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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7300

万元–

7600

万元 亏损：

3306.40

万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9

元

/

股–

0.10

元

/

股 亏损：

0.04

元

/

股

3.预计的营业收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100

万元–

150

万元

517.72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0年半年度公司较去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原因如下：

1、2020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按时偿付了金色

木棉和和合资产的债权本金人民币5,830万元， 实现享受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的债务豁免优

惠，合计金额约人民币 9,990.44万元，计入本期营业外收入；

2、由于上述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债务本金及相关利息的豁免，本年度逾期贷款利息支出

大幅下降。

四、风险提示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连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1.1条的规定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6日起暂

停上市。

2、公司于2020年6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处罚字[2020]36号）。《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为，公司2014-2016年连

续三年净利润实际为负，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2017年及2018年

净利润均为负，导致公司2015年至2018年连续四年净利润为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

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14日

股票代码：002509� � � �股票简称：天茂退 公告编号：2020-088

债券代码：112467� � � �债券简称：16天广01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九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被摘牌。退市整理期已交易27个交易日，剩余交易日3天。

在退市整理期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即使达到1元面值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相关规定，亦不能改变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结束后被摘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4.5.1的规定，公司申请重新上

市应该符合的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公司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且累计超过三千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等等。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154.46万元，

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354.37万元。

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4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后公司股票将

被摘牌。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2020年5月2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的决定》（深证上【2020】44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4日起进入退

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002509

2、证券简称：天茂退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6月4日， 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

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0年7月17日， 退市整理期间， 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

期。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

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

四、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承诺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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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6� � �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2020-035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临时公

告《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0-026），预计2020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50,000万元–75,0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50,000

万元–

75,000

万元 盈利：

75,000

万元–

105,000

万元

亏损：

69,143.87

万元

比上 年 同 期 增 长 ：

172.31% -

208.47%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

208.47% -

251.86%

基本每股

收益

盈利：

0.296

元

/

股–

0.444

元

/

股 盈利：

0.444

元

/

股–

0.621

元

/

股 亏损：

0.409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基本控制，公司全力推进复工复产，

经营情况较前次预计有所好转，收入及利润情况较前次预计有所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以上预告修正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2020年半年度实际盈利情况以

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0－027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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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6,909.15

万元

-8,973.95

万元

盈利：

26,382.9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26.19%-134.0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746

元

/

股–

0.0969

元

/

股 盈利：

0.2848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半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1、上年同期，公司将收到的31,489.81万元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投资性房

地产）款项记入其他业务收入，实现处置净收益28,770.53万元。

2、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需求疲软，铝价大幅波动，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和销售

价格均同比下降导致收入同比有所下降，同时销售价格下降还导致主要产品毛利率下降，并

致使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3、虽然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期，但国外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遏制，对公司出口业务产生

一定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

度报告中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