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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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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上市流通的均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数量为51,121,318股，限售期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9年10月29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麒

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790号）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同意，公司向境内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3,758.32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A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4.66元，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50,332,650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2,749,4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7,583,2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股东共计18名，其中：境内法人股东2名；自然人股东9名；其他股东7名。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股份数量为51,121,318股，将于2020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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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境内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完成后，总股本为150,332,650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112,749,4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7,583,200股。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20年5

月20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议案》等议案，同意以总股本150,332,6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

股转增3.8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份总股本为207,459,05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55,

594,24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1,864,816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麒盛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麒盛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1、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监事徐建春、傅伟、徐金华、陈艮雷承诺

（1）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或其他有争

议的情况；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后，本人股份被质押的，本人将

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发行人，并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2）若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本人于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麒盛科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本人在麒盛科技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将向麒盛科技申报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麒盛科技的股份及变动

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所直接和间接持有麒盛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若本

人离职，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麒盛科技股份。

2、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吴韬、凌国民、查歆、王燕飞、路健承诺

（1）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或其他有争

议的情况；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后，本人股份被质押的，本人将

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发行人，并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2）若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本人于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公司其他股东红星喜兆、居然投资、分享鑫空间、斐君铂晟、兴汇亚川、宁波甲鼎、梅州欧

派、杭州乐枕、杭州乐眠承诺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冻结

等依法不得转让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后，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股份被质押的，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发行

人，并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简要说明有关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做出的有关承诺，是否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4、公司董事黄小卫、侯文彪，高级管理人员龙潭、单华锋承诺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延长的锁定期

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2020年4月3日收盘后，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人民币44.66元/股，触发上述公司或人员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的条件。依照股份锁

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将自动延长

6个月。具体锁定期延长情况如下：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黄小卫、侯文彪和高级管理人员单华

锋、龙潭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1年4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仅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限售股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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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

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解禁、

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1,121,31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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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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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徐建春 19,911,744 9.60% 19,911,744 0

2 黄小卫 14,557,002 7.02% 0 14,557,002

3 傅伟 2,801,998 1.35% 2,801,998 0

4 吴韬 2,114,759 1.02% 2,114,759 0

5 侯文彪 2,004,715 0.97% 0 2,004,715

6 单华锋 942,755 0.45% 0 942,755

7 龙潭 942,755 0.45% 0 942,755

8 凌国民 796,470 0.38% 796,470 0

9 徐金华 721,602 0.35% 721,602 0

10 陈艮雷 721,602 0.35% 721,602 0

11 查歆 534,032 0.26% 534,032 0

12 王燕飞 334,915 0.16% 334,915 0

13 路健 334,915 0.16% 334,915 0

14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6,939,641 3.35% 6,939,641 0

15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6,939,640 3.35% 6,939,640 0

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分享鑫空间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0,000 1.00% 2,070,000 0

17 梅州欧派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1,380,000 0.67% 1,380,000 0

1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汇亚川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80,000 0.67% 1,380,000 0

1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甲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80,000 0.67% 1,380,000 0

20

杭州乐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306,400 0.63% 1,306,400 0

21

杭州乐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3,600 0.04% 73,600 0

22

上海斐君铂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380,000 0.67% 1,380,000 0

合计 69,568,545 33.53% 51,121,318 18,44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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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6,716,240 -8,319,640 48,396,60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4,348,360 -28,272,037 56,076,323

其他股东 14,529,641 -14,529,641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5,594,241 -51,121,318 104,472,92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51,864,816 51,121,318 102,986,13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1,864,816 51,121,318 102,986,134

股份总额 207,459,057 0 207,459,057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丽芳 董事 出差在外 雷石庆

公司负责人郭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芳玉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57,033,851.86 3,813,331,633.14 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86,975,351.36 1,991,714,895.85 -0.2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127,561.48 -57.89% 285,983,538.14 -4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953,865.19 -123.29% -4,739,544.49 -10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598,518.86 -126.60% -10,994,288.83 -10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2,864,265.86 89.79% 390,598,549.38 10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0 -123.27% -0.0103 -10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0 -123.27% -0.0103 -10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4.36% -0.24% -10.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723,091.4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32,74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47,339.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97.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6.21

合计 6,254,744.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7,951,4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德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1% 216,673,883 18,203,883

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8% 66,747,572 66,747,572

梁敬文 境内自然人 0.58% 2,659,600 0

吴佳焊 境内自然人 0.39% 1,765,000 0

赵静明 境内自然人 0.36% 1,637,7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208,200 0

金国新 境内自然人 0.23% 1,071,400 0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18% 829,389 0

陈勇 境内自然人 0.18% 803,900 0

康志刚 境内自然人 0.17% 759,19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198,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70,000

梁敬文 2,65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9,600

吴佳焊 1,7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000

赵静明 1,63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7,7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8,200

金国新 1,07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1,400

周文 829,389 人民币普通股 829,389

陈勇 803,9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900

康志刚 759,190 人民币普通股 759,190

佘小红 727,714 人民币普通股 727,7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梁敬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48000股； 公司股东吴佳焊通过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200000股； 公司股东赵静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1637700股；公司股东金国新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71900股；公司股东陈

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3900股；公司股东康志刚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75919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380,139,839.96 79,363,863.46 300,775,976.50 378.98%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000,000.00 35,000,000.00 -12,000,000.00 -34.29% (2)

应收票据 1,360,000.00 2,186,237.98 -826,237.98 -37.79% (3)

持有待售资产 524,407.37 -524,407.37 -100.00% (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82,575.85 11,838,685.62 -10,356,109.77 -87.48% (5)

短期借款 611,118,856.93 370,490,462.51 240,628,394.42 64.95% (6)

预收账款 19,231,387.71 -19,231,387.71 -100.00% (7)

合同负债 457,142,871.22 457,142,871.22 100.00% (8)

应交税费 2,310,418.09 5,655,673.65 -3,345,255.56 -59.15%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870,789.60 95,075,154.19 -44,204,364.59 -46.49% (10)

其他流动负债 100,060,416.67 -100,060,416.67 -100.00% (11)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378.98%，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东晟地产销售楼盘

预收售房款及定金增加；

（2）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减少34.29%，主要原因系赎回到期结构性存款；

（3）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37.79%，主要原因系部分应收票据到期兑现；

（4）报告期末，持有待售资产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完成持有待售资

产处置；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减少87.48%，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黄兰溪、穆阳

溪融资租赁款项结清，收回融资租赁保证金；

（6）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64.95%，主要原因系短期借款事项增加；

（7）报告期末，预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

类；

（8）报告期末，合同负债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

类；

（9）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59.15%，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发电量减少，计提税

费减少；

（10）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46.49%，主要原因系一年内到期

的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

（11）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支付到期超短

融债券本息。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85,983,538.14 510,138,376.96 -224,154,838.82 -43.94% (1)

税金及附加 4,114,017.63 6,237,740.63 -2,123,723.00 -34.05% (2)

销售费用 3,715,335.27 1,244,233.72 2,471,101.55 198.60% (3)

其他收益 3,507,918.50 2,614,011.45 893,907.05 34.20% (4)

投资收益 4,508,296.00 60,288,297.97 -55,780,001.97 -92.52% (5)

信用减值损失 -2,434,075.88 -7,322,188.91 4,888,113.03 -66.76% (6)

营业外收入 3,099,533.98 7,611,810.35 -4,512,276.37 -59.28% (7)

营业外支出 1,352,194.88 -115,066.87 1,467,261.75 1275.14% (8)

所得税费用 2,464,405.60 18,456,347.04 -15,991,941.44 -86.65% (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39,544.49 212,341,920.15 -217,081,464.64 -102.23%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94,288.83 157,166,637.89 -168,160,926.72 -107.00% (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3 0.4637 -0.4740 -102.22% (12)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3.94%，主要原因系降水量及年初水库

库存水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发售电量大幅减少；

（2）年初至报告期末，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34.05%，主要原因系水电主业售电收

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3）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98.60%，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营销代

理费、业务宣传费及广告费增加；

（4）年初至报告期末，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4.2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到稳岗

补贴较上年同期增加；

（5）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92.52%，主要原因系上年完成了武汉楚

都100%股权转让；

（6）年初至报告期末，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66.76%，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计提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减少；

（7）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9.28%，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收到保

险公司风机赔偿款及衢宁铁路项目建设补偿款；

（8）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275.14%，主要原因系上年度收回宁

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的葡萄酒， 冲减营业外支出及本年报废部分生产设备及支付补偿

款等，确认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9）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86.65%，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水电行

业利润总额大幅减少，纳税减少；

（10）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02.23%，主要原

因系本报告期电力行业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确认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11）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减少107%，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2）年初至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2.22%，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598,549.38 192,314,968.41 198,283,580.97 103.10%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0,895.11 -51,167,885.22 44,036,990.11 86.06%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652,274.93 -283,347,375.63 200,695,100.70 70.83% (3)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03.10%，主要原因

系本报告期东晟地产预收售房款及定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86.06%，主要原因

系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余额减少及支付的工程进度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3）年初至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0.83%，主要原因

系本报告期公司支付融资租)赁款及偿还的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338.2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5.4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7 年

度

11,012.2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8 年

度

53,437.2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9 年

度

1,968.25

2020年 1

至9月

505.48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霞浦浮鹰岛风

电 场 项 目

（48MW）

否 50,000.00 50,000.00 505.48 47,115.70 94.23 2018年4月

2,

980.95

是 否

2、 宁德虎贝风电

场项目（60MW）

否 20,000.00 20,000.00 - 19,807.50 99.04 一 一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70,000.00 70,000.00 505.48 66,923.20

合计 一 70,000.00 70,000.00 505.48 66,923.20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宁德虎贝风电场项目（60MW）项目建设进度晚于预期，主要原因系：

1、因部分风机点位、送出线路和道路设计变更，大幅增加了工程量和施工难度；

2、项目和国网公司所承建的送出线路工程在征地协调受阻，拖延施工；

3、项目所处海拨高，雾气浓厚、雨天多等气候因素影响，致使项目开工时间和工程进度延迟；

4、2020年春节假期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工地大部分工人返乡后因疫情防控出行管制无法返回，项

目复工延迟，2020年1月份下旬至3月份初，工程进度缓慢。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18年1月11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07,044,237.4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2019年度以及2020年1至9月，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和2020年7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

需求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7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

及决议有效期内，现金管理业务根据资金情况可循环滚动开展，资金可滚动使用。

2019年6月2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结构性存款20,000,000.00元产品，该产品

于2019年12月到期，收益金额为393,332.15元；本金赎回后公司继续使用该资金购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20,000,000.00元，起息日为2019年12月27日，该产品于2020年6月22日到期，收益金

额为95,554.37元；本金赎回后公司继续使用该资金购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20,000,

000.00元，起息日为2020年6月24日，该产品于2020年9月22日到期，收益金额为167,499.50元；本金赎回

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23,000,000.00元， 起息日为

2020年9月23日，该产品于2020年12月23日到期，预计年化收益率1.46%~3.10%。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内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4,

199,390.17元，以及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余额23,000,000.00元，共计27,199,390.17元，公司将根据相关项

目的进展情况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300 2,3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800 0 0

合计 8,100 2,3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嘉祥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93� � �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0董-13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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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10月2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10月29日在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68号东晟泰丽园1号楼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3.�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名单如下：郭嘉祥、林崇、罗成忠、

叶宏、雷石庆、胡建华、刘宁、郑守光。董事陈丽芳女士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雷石庆先生代为表

决。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嘉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5.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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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审议《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期限1年，品种为短期流贷、银行承兑汇票、付款保函、买方

保理、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委托债权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

置换他行流动资金贷款， 利率授权董事长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确定， 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保

10000万元、抵质押担保1000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审议《关于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8000万元，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理财资金投资、信用债投资。

授信期限一年，由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霞浦县浮鹰岛风电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利率授

权董事长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63� � � �股票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0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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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155,000股，涉及15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总数占公司现有

总股本0.04%。回购注销价格为每股3.73元。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

宜已于2020年10月30日办理完成。公司股份总数由411,440,000股减少至411,285,000股。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9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019年4月25日，公司通过内部公告系统、公告栏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并于2019年5

月8日披露 《监事会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2、2019年5月16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激励计划获得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3、2019年6月4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授予日为2019年6月4日，向501名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22,925,000股，授予价格为每股4.13元。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核实，并发表核查意

见。

4、2019年6月17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6月18日。

5、2020年4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不胜任

岗位工作并降职后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合格等18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85,000股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6、2020年5月15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0年5月25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85,000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

份总数变更为411,440,000股，注册资本变更为411,440,000元。

8、2020年6月17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78人，可申请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292,5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4%。

9、2020年6月24日，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期478名激励对象11,292,

500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10、2020年9月16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指标的议案》， 同意对离职后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1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5,000股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73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11、2020年10月9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

宜已于2020年10月30日办理完成。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说明

1、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15人因离职后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 根据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回购注销上述1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5,000股。

2、回购注销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每股4.13元。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411,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元人民币现金。股权登记日

为：2020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5日。本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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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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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4.13-0.4=3.73元

3、回购注销的相关内容

回购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票总数（股） 155,000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元/股） 3.73

回购注销总数占本计划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0.68%

回购注销总数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 0.04%

回购资金总额（元） 578,150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公司已向上述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 578,150元，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5748号验资报告审验。

4、回购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18,792,725 53.18% -155,000 218,637,725 53.16%

高管锁定股 207,445,225 50.42% 207,445,225 50.4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347,500 2.76% -155,000 11,192,500 2.7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2,647,275 46.82% 192,647,275 46.84%

三、股份总数 411,440,000 100.00% -155,000 411,285,000 100.00%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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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

股票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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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临沂金正

大” ）及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710,018,4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04%； 本次公告司法拍卖的标的为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539438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1%；本次公告司法拍卖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如本次公告拍卖最终成交，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由1,710,018,403股减少为

1,256,074,529股，合计持股比例将降至38.22%。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

拍卖或撤回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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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

悉，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将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

拍卖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持有的公司245300000股股票。另外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收到

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转发的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鲁71执恢16之二、（2020）鲁71

执恢17之一的《执行裁定书》及（2020）鲁71执恢16号、（2020）鲁71执恢17号的《拍卖通知

书》，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拟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万连步先生持

有的公司共计208643874股股票。相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相关情况

（1） 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因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的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违约，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01日10时至2020年12月02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广东省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临沂金正大持有公司245300000股

股票，本次拍卖为第一次拍卖。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因为他人的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产生了保证合同纠纷，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及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及《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2）。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做出了（2020）鲁71执恢16之二、（2020）鲁71

执恢17之一的《执行裁定书》及（2020）鲁71执恢16号、（2020）鲁71执恢17号的《拍卖通知

书》，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拟于2020年12月3日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

卖万连步先生持有公司共计208643874股股票，本次拍卖为第一次拍卖。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临沂金正大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是 245300000 21.96% 7.46%

2020年12

月 1日 10

时

2020 年 12

月2日10时

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

股 票 质 押

回 购 业 务

违约

万连步 是 208643874 35.20% 6.35%

2020年12

月3日

济南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

保 证 合 同

纠纷

合计 453943874 26.55% 13.81%

临沂金正大持有公司245300000股股票被司法拍卖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https://paimai.jd.com/122709074)上公示的信息。截至公告披露日，暂未在司法拍卖平台查

询到万连步先生持有公司共计208643874股股票被司法拍卖的公示信息。

二、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1117274529 34.00% 245300000 21.96% 7.46%

万连步 592743874 18.04% 208643874 35.20% 6.35%

合计 1710018403 52.04% 453943874 26.55% 13.81%

三、其他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均保持独立，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目前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及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为1,710,018,4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04%；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

500,889,516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7.7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67%；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1,468,043,874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5.85%，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4.68%。 本次公告司法拍卖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如本次公告拍卖最终成

交，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由1,710,018,403股减少为1,256,074,529股，合计

持股比例将降至38.22%。

3、目前上述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

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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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股权质押业务违约本金金额为254,776.58万元，实际控制人万连步

股权质押业务违约本金金额为30,000.00万元。 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担保违约金额9,074.76万

元。因贷款合同担保事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对万连步进行了诉讼，并申请冻结

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法院裁定可对万连步相关财产进行司法拍卖处置。 因股权质押业务违

约，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对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进行了诉讼，申请冻结所质押相关股票，法

院裁定可对临沂金正大相关股票进行司法拍卖处置。因股权质押业务违约，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万连步进行了诉讼，轮候冻结其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法院裁定可对其相关股票进行

司法拍卖处置。

5、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20]

18号），目前公司正处于被立案调查期间，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不得减持公司股份。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冻结股份存在被强制过户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6、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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