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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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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10月19日下午15:00。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0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9日09:15-09:25、0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9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5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邓志毅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72,630,5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23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72,628,0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227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3,117,3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67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3,114,8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669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5％。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

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及其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提名邓志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1,842,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3,114,8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98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邓志毅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因其目前同时任公司董事长，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总薪酬不超过人民币150万元。

（2）提名刘喜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4,188,1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3,114,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98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刘喜旺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因其目前同时任公司总经理，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总薪酬不超过人民币130万元。

（3）提名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4,944,1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3,114,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98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李勇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因其目前同时任公司副总经理，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总薪酬不超过人民币110万元。

（二）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及其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提名廖朝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480,1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6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9,967,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6.372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廖朝理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薪酬不超过人民币13万元。

（2）提名何卫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480,1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6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9,967,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6.372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何卫锋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薪酬不超过人民币13万元。

（三）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及其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提名李玉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0,297,0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3,114,8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98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李玉成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因其目前同时任公司其他职务，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总薪酬不超过人民币70万元。

（2）提名梁煦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建议其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2,552,4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3,114,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98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梁煦龙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因其目前同时任公司其他职务，其在公司领取的年度总薪酬不超过人民币40万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议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2,630,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117,3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在公

司领取的年度总薪酬不超过人民币30万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756� � �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2020-102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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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0年10月19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其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其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及其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邓志毅先生、刘喜旺先生、李勇先生；

独立董事：廖朝理先生、何卫锋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

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两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其中廖朝理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李玉成、梁煦龙；

职工代表监事：杨源开。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职工代表监事人数未低于

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董事、监事换届离任情况

1、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奕华先生、独立董事朱娟女士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职务；离任董事职务后，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奕华先生、朱娟

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李仲森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

任监事职务后，李仲森先生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仲森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2,330,950股，均为首发前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李仲森先生在任期届满离任

后，其所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份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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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进行管

理，并将持续履行其在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关于股份限售、股份减持的相关

承诺。

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上

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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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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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59,679,9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

一、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后续股份变动情况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44号）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宜昌交运” ）获准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交旅”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高投” ）、宜昌

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城投”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国投”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慧等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1,626,223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19.37元， 募集资金总额999,999,986.95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6,359,999.81元

（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3,639,987.14元。发行新增股份51,626,223股已

于2017年10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

合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6名发行对象合计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已于2018年10月23日上市流通。

（二）后续股份变动情况

1.� 2017年度权益分派

2018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更新后）》，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2017年12月31

日宜昌交运总股本185,126,2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含税），不

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314,714,579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总数从20,650,488股增至35,105,83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1.15%。

2.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9年8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426号）核准，公司向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及裴道兵发行12,915,802股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九凤谷100%股权，并向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6,373,292股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4,200.00万元。 发行新增股份合计19,289,094股已于2019年9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34,003,673股。本次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总数仍为35,105,8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稀释为10.51%。

3.2019年度权益分派

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以2019年12月31日宜昌交运总

股本334,003,6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67,

806,244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总数从35,105,831股增至59,679,9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仍为10.51%。

经过上述三次股份变动，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限售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份数

（

股

）

变动后股份数

（

股

）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14,919,979

2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162,622 14,919,978

3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14,919,977

4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14,919,979

总计

20,650,488 59,679,91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567,806,24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96,352,

062（含高管锁定股）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7%。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9,679,91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51%。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签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作为参与认购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宜昌

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在《发行对象关于所认购股份限售的承诺函及股份锁定

申请》中承诺：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本人所

认购的上述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特定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亦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9,679,91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51%。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

4.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质押

/

冻结

股份数量

（

股

）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14,919,979 14,919,979 0

2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4,919,979 14,919,979 0

3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4,919,978 14,919,978 0

4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4,919,977 14,919,977 0

总计

59,679,913 59,679,913 0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352,062 16.97% -59,679,913 36,672,149 6.46%

1

、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

、

国有法人持股

81,712,509 14.39% -59,679,913 22,032,596 3.88%

3

、

其他内资持股

14,639,553 2.58% 0 14,639,553 2.58%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639,553 2.58% 0 14,639,553 2.58%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1,454,182 83.03% 59,679,913 531,134,095 93.54%

人民币普通股

471,454,182 83.03% 59,679,913 531,134,095 93.54%

三

、

股份总数

567,806,244 100.00% - 567,806,244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3.�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宜昌交运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4.�保荐机构对宜昌交运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权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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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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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面向持有公司A股的全体股东，持有公司H股的股东的权益分

派将依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实施。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此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如下：

以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2.1元（含税，H股股东分配方案另行实施），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2020年半年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行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等原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截至2020年10月19日，公

司实施本次分配方案的总股份数为7,918,698,044股， 其中A股6,530,490,958股、H股1,388,207,

086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的时间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两个月之内。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1元 （含税，H股股东分配方案另行实

施），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年半年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行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等原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

照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以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依法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配。截至2020年10月20日，公司实施本次分配方案的总股份

数为7,918,698,044股，其中A股6,530,490,958股、H股1,388,207,086股。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1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A股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10月26日，A股除息日为2020年10月27日。

四、A股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0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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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全体

股东。

五、A股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红利将于2020年10月27日通过A

股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54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08*****041

佳卓集团有限公司

(GOOD EXCEL GROUP LIMITED)

3 08*****125

智真国际有限公司

3、若A股投资者在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其他事项

1、公司H股权益分派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实施。

2、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已将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4.14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73元/股。

根据本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在2020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实施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需进行相应的调整。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式如下：

P＝P

0

-V

其中：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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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公式，本次价格调整完成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4.14元/股-0.21

元/股=3.93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73元/股-0.21元/股=3.52元

/股。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具体情况请关注本公

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本公司董秘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

咨询联系人：胡昊

咨询电话：0731-88788432

咨询传真：0731-85651157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0年度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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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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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16,71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22号）核准，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780,000股，并于2017年

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发行前总股本为68,3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 91,08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15名股东：浙江兴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孙建成、冯一平、袁坚峰、谢高翔、陈金通、熊建华、王富青、张建芬、戚奇凡、蒋建根、

邵波、冯一红、钱明钧、孙佳水。该部分限售股共计110,316,718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该部分股票将于2020年10月26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91,080,0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2,78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8,300,000股。

2018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2017年末公司总股本91,0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共计转增36,432,000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增加至127,512,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1,892,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5,620,000

股。

2018年10月25日， 锁定期为12个月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合计16,822,344股上市流

通。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保持127,512,000股不变，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8,714,344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78,797,656股。

2020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以2019年末公司总股本127,51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共计转增51,004,800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8,516,8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8,200,082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110,316,718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股东控股股东浙江兴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2年内减持的， 每年减持股份公司股票总量不超过减持年度上年末所持股份公司股票的

25%（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建成承诺： 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

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而免除上述履行义务。在锁

定期满后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余额不足1,000股时可以不受上述比例限制；离任后6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袁坚峰、冯一平、谢高翔、陈金通、熊建华、邵波、冯一红、戚

奇凡、张建芬、蒋建根及卸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王富青、钱明钧承诺：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等股份。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

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因职务变

更、离职而免除上述履行义务。在锁定期满后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余额不足1,000股时可以

不受上述比例限制；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孙佳水承诺： 本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

让；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持股5%股东孙建成、冯一平、袁坚峰承诺：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

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公司股票总量不超过减持年度上年末所持股份公司股票的25%（若

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其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而免

除上述履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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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

前所做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0,316,718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26日；

3.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量

（

股

）

1

浙江兴晟投 资

管理有限公司

56,456,585 31.63 56,456,585 0

2

孙建成

22,358,974 12.52 22,358,974 0

3

戚奇凡

4,773,384 2.67 4,773,384 0

4

冯一平

4,161,511 2.33 4,161,511 0

5

袁坚峰

3,259,872 1.83 3,259,872 0

6

冯一红

3,083,942 1.73 3,083,942 0

7

陈金通

2,897,664 1.62 2,897,664 0

8

王富青

2,897,664 1.62 2,897,664 0

9

蒋建根

2,897,664 1.62 2,897,664 0

10

熊建华

2,600,136 1.46 2,600,136 0

11

谢高翔

1,829,151 1.02 1,829,151 0

12

邵 波

1,464,355 0.82 1,464,355 0

13

张建芬

724,416 0.41 724,416 0

14

钱明均

588,000 0.33 588,000 0

15

孙佳水

323,400 0.18 323,400 0

合计

110,316,718 61.79 110,316,718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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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56,585 -56,456,585 0

2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3,860,133 -53,860,133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0,316,718 -110,316,718 0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68,200,082 110,316,718 178,516,8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8,200,082 110,316,718 178,516,800

股份总额

178,516,800 0 178,516,8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0-092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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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177,534,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0.41%，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培今持有公司股份869,814,8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8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

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瀚叶股份” ）于近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询获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1月28日10时至2020年11月29日

10时在“淘宝网”（www.taobao.com）上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7,534,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0.41%，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7%。截至目前，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现将本次拍卖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的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

沈培今持有的瀚叶股份177,534,000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拍卖时间：

2020年11月28日10时至2020年11月29日10时止（延时除外）

3、起拍价、每一次出价的增价幅度

起拍价：29,115.576万元；保证金：2,900万元；增价幅度：100万元及其倍数。

4、拍卖价格构成

本次拍卖起拍价经合议庭合议，以起拍日2020年11月28日前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为

起拍价。 本次上网挂拍至开拍前对外公示价格是以2020年9月10日当天股票的收盘价1.64元

乘拍卖股数177,534,000股，该价格仅为展示价格，非实际价格。实际起拍价将在起拍日前进行

相应数据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本次拍卖的实际起拍价。

5、竞买人条件

竞买人须为与拍卖标的相适应的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竞买人须自行了解拍卖标的过户相关应为合法存续的、有足够能力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无欺诈和不良经营记录的单一企业法人或自然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行

业规章等规定的相关条件。其他具体要求参照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3号）及中国银监会令

（2018年第1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竞买人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不得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数

额的30%。如竞买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额已经达到30%仍参与竞买的，应当特别向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并应当按照《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在此期间，法院依法应当

中止拍卖程序。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后续减持股票需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 等相关规定。同时买受人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以上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

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培今持有公司股份869,814,827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

量为190,710,35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679,104,4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80%。沈

培今累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数量为869,814,8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80%；其中累计被轮

候冻结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236,072,052股，累计被轮候冻结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为11,298,160股。

3、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177,534,000股，占沈培今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0.41%，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67%，该部分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如本次拍卖完成，沈培今将持有公司

股份692,280,8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12%。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