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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１１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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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１年１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２３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
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登记
在册的前１０大股东和前１０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披露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

１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４６９１４４５１８

３５．０１

２

俞建午

１３０５５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３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７６５７００２５

５．７１

４

郭轶娟

６０４３３４９８

４．５１

５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员工
持股计划

４９９４６７６７

３．７３

６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员工
持股计划

３３０２８６７６

２．４６

７

仇展炜

１９０７１２７５

１．４２

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１号单一资
金信托

１１９９３８９８

０．８９

９

赖雄杰

９２９６５３１

０．６９

吴玉英

８６０６１８４

０．６４

１０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

１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４６９１４４５１８

３５．０１

２

俞建午

１３０５５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３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７６５７００２５

５．７１

４

郭轶娟

６０４３３４９８

４．５１

５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员工持股计
划

４９９４６７６７

３．７３

６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员工持股计
划

３３０２８６７６

２．４６

７

仇展炜

１９０７１２７５

１．４２

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１号单一资金信托

１１９９３８９８

０．８９

９

赖雄杰

９２９６５３１

０．６９

吴玉英

８６０６１８４

０．６４

１０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７７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１2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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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规模：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２６，０００万元。
● 回购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４．６１元／股。
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起不超
●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
过１２个月。
● 回购用途：拟将回购股份的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 回购数量：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０００万元。 如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２６，０００万元、回购价格上限４．６１元／股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５，６３９．９１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１，３４０，１２２，３２６股的
４．２１％，按不低于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
为２，８１９．９６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２．１０％。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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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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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３１日
２．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盈利：４，５００万元–６，６００万元
的净利润

亏损：４０，３９３．０１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亏损：７１，０００万元–６９，０００万元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１．４６％－４７．１９％

亏损：４６，８７６．６７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６０，６２２．３３万元–１６３，６２２．３３万元

９９，０９５．２７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１６０，６２２．３３万元–１６３，６２２．３３万元

９９，０９５．２７万元

盈利：０．０２３元／股–０．０３４元／股

亏损：０．２１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
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
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
１．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全面投入运营，公司医疗服务规模实现突破，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２．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有限公司出售所持有的北京汉氏联合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部３，４００万股股份， 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报告期内净利
润的影响金额约为７．２亿元；
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子公司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及商洛国际医学中
心医院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医疗收入同比下降，实现利润有所减少，同时公司因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处于经营初期及西安高新医院二期扩建项目投用，致运
营成本、费用较上年同期相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后的预计， 未经审计机构审
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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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西安国际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２９５４号）核
准，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非公开发行３０４，８７８，
０４８股新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２８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９９９，９９９，
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
９９７．４４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６，６５５，５４５．３５元（
金净额为人民币９９３，３４４，４５２．０９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希会验［
２０２１］０００６号）予以
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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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３个月、６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
１、本次回购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
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２、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部分员工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
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３、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
险；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股权分布、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重大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根据《
公司法》《
证券法》《
关于支持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
规定，公司编制了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
下：
一、回购预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关于以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２０２１－００４、２０２１－００６号公告）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符合《
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
三）
项、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综合
考虑公司的实际经营、未来发展前景，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
优秀人才，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
公司股份，并将全部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
后３６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
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
（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４．６１元／股。 上述价格未超过董事会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３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１５０％。
若在回购期内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或缩股等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２６，０００万
元。 （
六）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不超过人民币２６，０００万元。 如
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２６，０００万元、回购价格上限４．６１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５，６３９．９１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１，３４０，１２２，３２６股的４．２１％，按不低于
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２，８１９．９６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２．１０％。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 若公司实施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相应
变化。
（
七）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
八）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
月。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实施。 如
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
１）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
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
２）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
理，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司签订了《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户名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
元）

４５６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３１８５４

９９４，３３９，６２０．０８

注：以上账户余额和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主要由于部分发行费用尚未支付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完毕所致。 三、《
甲方：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甲方”）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以下简称“
乙方”）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丙方”）
（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账号为
４５６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３１８５４，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专户余额为￥９９４，３３９，６２０．０８元。 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的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
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
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
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
二）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
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
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刘海彬、苏丽萍，项目组成员
（
朱林、王沛韬、孙裕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乙方按月（
每月５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六）甲方一次或１２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的（
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
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
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
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
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权由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自动继受享有。
（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
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
十）合同履行过程中乙、丙方知晓的甲方专户等任何信息均为甲方的商业
秘密，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丙方不得用于非本合同约定的目的，不得向本合同
约定以外的人泄露，否则，构成违约，应当赔偿甲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
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３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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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议和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陈欣宇、周慧萍、岳超华、陆宜、田丰、胡必
伟等６人由于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拟将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合计数量为８４０，０００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３．８２元／股。 上述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７７７，５５１，２２８股变更为７７６，
７１１，２２８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７７７，５５１，２２８元减至为人民币７７６，７１１，
２２８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关于拟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
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该根据《
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

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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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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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二号楼三楼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联 系 人： 叶丽存
３、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９８０
４、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３９３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
１）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１０个交易日内；
（
２）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２个交易日内；
（
３）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 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１０个交易日以上
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披露《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显示，公司
前次回购实施完毕，累计回购数量为７６，５７０，０２５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７１％。 按照
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６，０００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４．６１元／股测算，回
按照本次
购数量约为５，６３９．９１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４．２１％。 两次累计测算后（
回购金额上限测算），回购累计数量约为１３，２９６．９１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９．９２％。
如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公司的股权分
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
下：
本次回购前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后
比例
（
％）

股份数
（
股）

股份数
（
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４０，１２２，３２６

１００

１，３４０，１２２，３２６

１００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７６，５７０，０２５

５．７１

１３２，９６９，１２５

９．９２

股份总数

１，３４０，１２２，３２６

１００

１，３４０，１２２，３２６

１００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
十）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４３０．３５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４５．８０亿元，货币资金为５８．０３亿元。 假设此次回购使用资
金达２６，０００万元上限，按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
司总资产的０．６０％，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５．５９％。 此外，本次回购
可以在回购期内择机进行，具有一定弹性，资金支付压力较小。 因此，公司认为使
用不低于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不超过人民币２６，０００万元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
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十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
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１、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预案符合《
２０１８年修正）》 、
《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
》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２０１９年修订）
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２、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３、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１３，０００万元且不超过２６，０００万元，资
金来源为自有、自筹资金。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本次回购股份预
案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预案具备可行性和必
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认可本次回购股份预案。
（
十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
份，及其是否与本次回购预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
况说明。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披露了《
宋都股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汪庆华先生、陈振宁先生拟计划在２０２０／７／
２７～２０２１／１／２２期间以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减持计划届满，汪庆华先
生、陈振宁先生未实施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除上述情形外，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公司
控股股东、合计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与本次回购预案不存在利益冲突及不存在单独
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控的行为。
（
十三）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３个月、未来６个月减
持计划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证券代码：６８８００５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人发出问询，问询未来３个月、未来６个月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公司均获得上述对象的回复。 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汪庆
华先生、 陈振宁先生回复：“
本人拟计划在２０２０／７／２７～２０２１／１／２２期间以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详见临时公告２０２０－０７３号）。 截至收到问询函当日，减持计划尚
在存续期，本人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本人不存在在未来３个月、未来６个月减持本
公司股份的计划。 ”
其余问询者均回复：“
本人不存在在未来３个月、 未来６个月减持本公司股份
的计划。 ”
（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
后３６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具体将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
十五）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
的情况。 本次回购作为公司后期实施股权激励的股份来源，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
用途，可能导致公司回购的股份予以注销，公司将依照《
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通知
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十六）回购股份决议有效期
本次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
（
十七）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有效协调本次回购股份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在有关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
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预案框架和原则下，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最
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事宜：
１、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即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调整
２、依据有关规定（
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３、依据市场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或者
终止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４、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５、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６、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有关的其他所必须的事项；
以上事项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１、本次回购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
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２、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
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３、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
险；
４、若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
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在保证自身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
如出现上述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 公司将修订回购方案并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择机实施或
终止实施。
四、其他事项说明
（
一）回购专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
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Ｂ８８２９２８４１５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
二）前１０大股东以及前１０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公司已经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
登记在册的前１０大股东和前１０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 （
详
见公告临２０２１－０１１号公告）
（
三）回购期间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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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
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股
近日，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容百科技”）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公司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
以下简称“
首次授予”）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根据公司
《
草案）》（
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定及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１、授予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２、授予人数：１７６人
３、授予价格：２４．００元／股
４、实施方式及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容百科技Ａ股普通股
５、授予对象及数量：
首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股，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
司股本总额的０．９２％。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
号

国
籍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第一 占本次授予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数 类限制性股票总
量（
股）
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授予时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１

白厚善

中
国

董事长、董事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刘相烈
（
ＹＯＵＳＡＮＧＹＵＬ）

韩
国

副董事长、董事、
总经理

１２１，９００．００

２．９７％

０．０３％

３

张慧清

中
国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５，２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０．０２％

４

刘德贤

中
国

副总经理

７５，２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０．０２％

５

张媛

中
国

董事会秘书、财务
负责人

５５，６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０．０１％

６

袁徐俊

中
国

核心技术人员

７２，３００．００

１．７６％

０．０２％

７

陈明峰

中
国

核心技术人员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０．９３％

０．０１％

９３８，２００．００

２２．９０％

０．２１％

小计

１２．２０％

０．１１％

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３、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２４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２４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３６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３６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４８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
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
的原则回购并注销。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
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
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将
一并回购注销。
三、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验资报告》（
［
２０２１］京
会兴验字第６８０００００１号），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止，公司已收到１７６名激励对象认
缴的出资款人民币９８，３４４，３９２．００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资本溢价）人民币９４，２４６，７０９．００元。 公司本激
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元，计入资本公积（
励计划实施前注册资本人民币４４３，２８５，７００．００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７，３８３，３８３．００元。
四、本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授予的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４４３，２８５，７００股增
至４４７，３８３，３８３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上海容百”）在本次授
予前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９，０００，０００股，占总股本比例２９．１０％，本次授予完成后，上
海容百持有公司股份数不变，占总股本比例变更为２８．８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白
厚善先生在本次授予前合计控制公司３７．７８％股权，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本次
授予完成后，白厚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５００，０００股，直接持股比例为０．１１％，
合计控制公司３７．５５％股权。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二、其他激励对象

变动前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１６９人）

３，１５９，４８３．００

７７．１０％

０．７１％

合计

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２％

股本总数

注：①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
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１％。 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０％。
②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
③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所致。
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董事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后，在后续办理缴款验资
的过程中，２名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２２名拟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前述
２４名拟激励对象共涉及公司拟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１５２，３１７．００股。 公司最
终向１７６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股，占授予前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０．９２％。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实际授予完成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公司２０２０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情况一致。
二、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１、 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
超过４８个月。
２、 本激励计划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的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１２个月、２４个月、３６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
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
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４４３，２８５，７００

本次变动

变动后

４，０９７，６８３

４４７，３８３，３８３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七、本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１号一股份支付》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
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
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
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预计未来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６，３０２．４２万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
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数量
（
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
万元）

２０２０年
（
万元）

２０２１年
（
万元）

２０２２年
（
万元）

２０２３年
（
万元）

４，０９７，６８３．００

６，３０２．４２

１７０．６９

３９９１．５４

１５３６．２２

６０３．９８

限制性股票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
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
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 报备文件
（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
二）验资报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参加
了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密控股，证券代码：３００４７０）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认购。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
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
值占基
金资产
净值比
例（
％）

限售
期
（
月）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
７，９９９，
１９９，９００．００
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８．００

０．４３３４

７，８９０，０５３．００

０．４２７４

６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型证券
５，０００，
１２４，９３８．００
投资基金
０１８．７６

０．４８３５

４，９３１，３０２．８６

０．４７６９

６

富国阿尔法两年持有期混
９，９９９，
２４９，８７５．００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７．５０

０．５７８６

９，８６２，５６６．２５

０．５７０７

６

富国融享１８个月定期开放
９，９９９，
２４９，８７５．００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７．５０

１．２０４７

９，８６２，５６６．２５

１．１８８１

６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９９，９５０．００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０１９

３，９４５，０２６．５０

０．１００５

６

３，９９９，
９９９．００

富国沪深３００增强证券投资
５，９９９，
１４９，９２５．００
基金
９９８．５０

０．０９３３

５，９１７，５３９．７５

０．０９２０

６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９，９９９，
２４９，８７５．００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９９７．５０

０．０２７７

９，８６２，５６６．２５

０．０２７４

６

富国中证５００指数增强型证
５，０００，
１２４，９３８．００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０１８．７６

０．１１５４

４，９３１，３０２．８６

０．１１３８

６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
１６，９９９，
４２４，７８７．００
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５．７４

０．４４５２

１６，７６６，３４２．８９

０．４３９１

６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６日数据。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或拨打富
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１０５６８６、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
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