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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度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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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中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激

励对象人数和股票期权数量披露有误，现将更正情况说明如下：

1、原公告中“由于6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6.012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现更正为“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

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原公告中“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38.6983万份

股票期权” ， 现更正为 “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

36.7393万份股票期权” 。

2、更正公告全文如下：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0年9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0年9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詹纯新先生、贺柳先生、赵令欢先生、黎建强先生、赵嵩正先生、杨昌伯先生、

刘桂良女士对本次会议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二次行

权并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根的相关

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次行权条件/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根据公司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362名激励对象

办理预留部分第二次行权并解除限售。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合计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为868.2207万份，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合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71.1715万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公司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的《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权益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拟按照《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 ）的规定，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据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9.7355万份，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

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9.7355万股；由于6名考核等级为“称

职” 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不满足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拟注销上述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以上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合计32.6863万

份，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9.7355万股。此外，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基于上述，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36.7393

万份股票期权，拟回购并注销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

限制性股票暨债权人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0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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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20年度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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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了《第六届监事会

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中在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激励对象

人数和股票期权数量披露有误，现将更正情况说明如下：

1、原公告中“由于6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6.012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现更正为“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

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原公告中“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38.6983万份

股票期权” ， 现更正为 “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

36.7393万份股票期权” 。

2、更正公告全文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0年9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0年9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明华先生、监事何建明先生、职工监事刘小平先生对本次会议全部

议案进行了表决。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二次行

权并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 ）预留部分行权条件/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本次行权/解除限售符合《激励计划

（草案）》中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解除

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

362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行权期的868.2207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 为362名激励对象办

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871.171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的《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权益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由于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

司董事会拟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9.7355万份，

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9.7355万

股；由于6名考核等级为“称职” 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不满足行权条

件，公司董事会拟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以上不满足行权条件

的股票期权合计32.6863万份，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9.7355万股。此外，由

于5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

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基于上述，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

对象所持有的合计36.7393万份股票期权，拟回购并注销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7355万

股限制性股票。上述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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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人员名

单准确，应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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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无误、价格准确。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

限制性股票暨债权人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 监事会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二次行权并解除

限售的审核意见；

3、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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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暨债权人通知的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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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暨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公告中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

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和股票期权数量披露有误，现将更正情况说明如下：

1、原公告中“由于6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6.012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现更正为“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

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原公告中“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38.6983万份

股票期权” ， 现更正为 “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

36.7393万份股票期权” 。

原公告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数量由1782.4552万份调整为

1743.7569万份” ，现更正为“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数量由1782.4552万份调

整为1745.7159万份” 。

2、更正公告全文如下：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

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由于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

董事会拟按照《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据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29.735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并

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由于

6名考核等级为“称职” 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不满足行权条件，公司

董事会拟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 以上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

期权合计32.6863万份，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9.7355万股。此外，由于5名激

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 公司董事会拟注

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基于上述，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对象所

持有的合计36.7393万份股票期权，拟回购并注销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

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激励计划概况

1、2017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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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日，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2017年度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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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草案）》

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独立意 见》。

2、2017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2017年度第 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核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的议案》。

3、2017年11月1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关于〈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4、根据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7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

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议案》。

5、根据《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拟授予1,231名激励对象17,156.8961万份股票期权和17,156.8961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2017年11月7日。在实际实施授予过程中，3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全部获授

的280.805万份股票期权和280.80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首次授予日实际授予1,192名激励

对象16,876.0911万份股票期权和16,876.0911万股限制性股票。详情请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6号）。

6、2018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价格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实施了2017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董事会按照《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将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的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4.37元/股。

7、2018年9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8、根据《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授予405名激励对象1,906.3218万份股票期权和1,906.321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2018年9月10日。在实际实施授予过程中，1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全部获授

的50.8360万份股票期权和50.836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预留部分授予日实际授予389名激

励对象1,855.4858万份股票期权和1,855.4858万股限制性股票。详情请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4号）。

9、2018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相关事

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

限售的独立意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回

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同日，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11、2019年8月30日，公司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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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价格事项的独立意见》。由于公

司于2019年8月5日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董事会按照《激励计划（草案）》的规

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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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9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相关事

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售

的独立意见》、《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同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2019年11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二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二次行权并解

除限售的独立意见》、《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同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二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的议案》、《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基于上述，公

司董事会拟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变化的处理” 以及“第四

章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具体内容”之“七、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规定，注销上述激励对象

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29.735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根据

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6名考核等级为“称职” 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

期权不满足行权条件。基于上述，公司董事会拟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三章 股票期权

计划的具体内容” 之“四、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行权条件” 的规定，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基于上述，本次回购注销中公司董事会拟注销2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36.7393万份股

票期权，拟回购并注销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股票期权计划授予数量由1782.4552万份调整为1745.7159万份，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数

量由1801.8138万股调整为1772.0783万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372人调整为362人。

2、回购、注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三、关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特别说明

1、回购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

（1）回购数量

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9.7355万股， 均为A股普通股， 占激励计划授予权益的

1.6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038%。

（2）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四章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具体内容” 之“七、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的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根据

《激励计划（草案）》“第四章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具体内容” 之“七、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之“（三）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若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派送

股票红利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价格应

为授予价格减去每股派息额。

2018年9月10日， 公司董事会向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98元/

股。2019年8月5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

元。基于上述，公司回购上述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1.73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

息之和。

（3）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91,614.3550万股变更为791,584.6195万股，具体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回购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万股） 比例

股份数

（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894.2735 1.00% 29.7355 7,864.5380 0.9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83,720.0815 99.00% 783,720.0815 99.01%

1、人民币普通股 644,899.3729 81.47% 644,899.3729 81.47%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138,820.7086 17.53% 138,820.7086 17.54%

三、股份总数 791,614.3550 100.00% 29.7355 791,584.6195 100.00%

3、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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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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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回购限制性股票有关的债权人通知

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A股股份， 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刊登之日（2020年9月19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

件及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向公司主张相关法定权利。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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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a）申报时间：2020年9月19日至2020年11月3日之工作日9:30-11:30；14:00-17:00

（b）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董秘办公室

（c）联系人：胡昊，联系电话：0731-88788432，传真：0731-85651157，邮编：410013

（3）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基础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由于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拟注销上述激励

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29.735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

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 由于6名考核等级为

“称职”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不满足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拟注销上

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

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上述

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和《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由于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拟注销上述激励

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29.735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

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9.7355万股限制性股票； 由于6名考核等级为

“称职”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不满足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拟注销上

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合计2.9508万份股票期权；由于5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0530万份股票

期权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公司董事会拟注销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上述

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

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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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人员名单准确， 应回购、

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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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无误、价格准

确。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六、律师意见

经核查，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

4、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第二次行权并解除限售以及回购注销部分期权、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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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0� � � �证券简称：哈三联 公告编号：2020-070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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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无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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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10月29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剑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代表股份数为205,337,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09,784,867股的66.2837%。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3名，代表股份11,251,

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09,784,867股的3.632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数为205,33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309,784,867股的66.283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名， 代表股份1,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09,784,867股的0.0005%。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见证律师以远程视频方式进行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33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5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1,5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33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5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1,5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娜律师、余洪彬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305� � �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20-108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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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0年10月29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路202号泛悦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秦普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07,565,636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40.80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5,

529,236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0.68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2,036,4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7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999,37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2306%。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向南京市NO.新区2020G13地块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706,792,93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8%；反对772,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26,67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6795%；反对

77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20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向南京市NO.新区2020G15地块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706,792,93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8%；反对772,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26,67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6795%；反对

77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20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向南京市NO.新区2020G16地块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706,792,93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8%；反对772,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26,67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6795%；反对

77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20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同意706,792,93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8%；反对772,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26,67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6795%；反对

77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20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590,63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5929%；反对772,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407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制的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共计702,202,297股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26,67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6795%；反对

772,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320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华、王茁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112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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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

浩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庄澍先生、西藏永悦诗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永悦” ）

通知，获悉庄浩女士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庄澍先生、西藏永悦所持有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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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庄浩 是 340.00

4.07% 0.90%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0-10-27 2021-10-27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借款用于

支持实体企业

生产经营）

二、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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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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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澍 是 209.00 5.90% 0.55% 2019-10-25 2020-10-2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西藏永悦 是 314.00 21.51% 0.83% 2020-03-30 2020-10-28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523.00 - 1.38%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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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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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庄浩 8,361.9882 22.10% 2,221.6840 26.57% 5.87% 2,221.6840 100% 4,324.9446 70.44%

庄澍 3,540.7725 9.36% 0 0 0 0 0 2,872.7343 81.13%

西藏永悦 1,459.7900 3.86% 0 0 0 0 0 0 0

张和平 663.8925 1.75% 0 0 0 0 0 497.9193 75.00%

贺静颖 663.8925 1.75% 0 0 0 0 0 0 0

合计 14,690.3357 38.82% 2,221.6840 15.12% 5.87% 2,221.6840 100.00% 7,695.5982 61.72%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公告编号：2020一063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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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集团” ）关于其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

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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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集团 是 5,000万股 16.54% 5.79%

2018年11月

22日

2020年10月

28日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注1：上述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计算，下同。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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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解除质

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步步高

集团

302,241,133 34.99% 112,983,695 37.38% 13.08% 0 0.00% 0 0.00%

张海霞 51,958,322 6.01% 20,000,000 38.49% 2.32% 0 0.00% 0 0.00%

合计 354,199,455 41.00% 132,983,695 37.54% 15.39% 0 0.00% 0 0.00%

二、其他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张海霞女士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资金偿还能

力，其所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步步高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张海霞

女士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 动情况，公司

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