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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０８

证券简称：*ＳＴ藏格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２１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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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收到深圳证券
公司部关注函〔
交易所《
关于对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２０２１〕第３２号，
以下简称“
《
关注函》”），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就《
关注函》所关
注事项进行认真核查。 现将公司对该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关于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告》《
关于股票
２月２３日，你公司披露《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显示，你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家属通知，
肖永明因涉嫌非法采矿罪，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被青海省公安厅采取刑事拘留强
制措施。 此前你公司未披露相关信息，并且２月１０日你公司披露的《
关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称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一、结合有关内幕信息产生时间、相关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对内幕信息
的核查情况等，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你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知悉上述事项的时间，说明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
股票上市规则（
在违反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情形，是否存在违反《
２０２０年修订）》第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１条、第２．３条、第３．１．５条、第７．３条及《
２０２０年修订）》第
３．１．７条、第３．１．１０条的情形。
回复：
（
一）有关内幕信息产生时间及相关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对内幕信息的
核查情况
１、有关内幕信息产生时间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青海省公安厅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先生采取刑事拘留
强制措施并将上述拘留事项告知肖永明先生配偶林吉芳女士， 林吉芳女士于当
日将该事项告知了肖瑶先生。
经公司向林吉芳女士和肖瑶先生核实，因事发突然，林吉芳女士和肖瑶先生
未得知肖永明先生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具体事由， 林吉芳女士和肖瑶先生未将上
述信息告知上市公司或其他第三方。 在获悉上述事项后，林吉芳女士和肖瑶先生
积极查询、了解肖永明先生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具体事由，因肖永明先生投资上海
宏筑物资有限公司时间较久，且受冬季疫情及２０２１春节假期影响，直至２０２１年春
节假期后林吉芳女士才确认肖永明先生被采取强制措施相关事项的具体情况，
并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发送给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说明》中进行了详
细说明。

２、相关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公司对内幕信息的核查情况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披露上述事项期间， 公司出现两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按相关规定在收盘后
及时向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问询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并于当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反馈
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说明》（
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盖章确认），获悉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林吉芳女士和肖瑶先生因尚未确认肖永明先生被采取强制措
施相关事项的具体事由，未在２月９日《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说明》中告知本公
司关于肖永明先生被采取强制措施相关事项。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公司再次出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在核查过程中
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反馈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说明》（
由
控股股东盖章确认和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林吉芳女士签字确认），获悉实际控
制人肖永明先生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并于当日披露了
《
关于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告》。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知悉上述事项的时间
姓名

职务

知悉日期

曹邦俊

董事长

２０２１－２－２２

肖瑶

董事

２０２１－１－２９

王聚宝

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２

黄鹏

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２

方丽

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２

张萍

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２

王迪迪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２

王作全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３

亓昭英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２－２３

邵静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２１－２－２２

侯选明

监事

２０２１－２－２３

李光俊

监事

２０２１－２－２３

张生顺

副总经理

２０２１－２－２３

田太垠

财务总监

２０２１－２－２２

曹东林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２１－２－２２

林吉芳

实际控制人配偶

２０２１－１－２９

公司通过问询内幕知情人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查
询，经核实，截至目前，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近３个月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亦
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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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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披露了《
关于实
际控制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２０）。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晚间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先生家属提供的青
海省公安厅出具的《
逮捕通知书》（
青公（
经）捕通字【
２０２１】３号）。 获悉经青海省人
民检察院批准，肖永明先生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执行逮捕。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任职，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０８

二、请你公司自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你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近３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
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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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６０１９６６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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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限制性股票登记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③限制性股票登记数
量：８，１７２，０００股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的相关规定，山东玲珑轮胎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解除限售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比例
（
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自授予日起１２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２４个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３０％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日起２４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３６个月
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了第四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３０％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
自授予日起３６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４８个月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４０％
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激励计划实际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授予情况如下：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
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
１、授予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售的限制性股票。
２、授予数量：８，１７２，０００股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 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３、授予人数：５５４人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４、授予价格：１６．５９元／股。
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
４、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
５、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Ａ股普通股。
①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及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
６、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获授限制性股票 获授限制性股
获授限制性
姓名
职务
占授予总量的比 票占当前总股
股票数量
②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
（
股）
例
本比例
后６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６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
５５４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８，１７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９％
人）
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③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
注：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 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生了变化，
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后的相关规定。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及禁售期
５、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１、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
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４８个月。
限售：
２、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１２个月、２４个月、
（
１）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３６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该等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股份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③上市后最近３６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３、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润分配的情形；
下表所示：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２2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批准逮捕的公告

证券简称：*ＳＴ藏格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２3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及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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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和冻结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１６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
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
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对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则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２）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④具有《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
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
励计划的权利， 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情况发生之日公司收盘价孰低回购注销。
（
３）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
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２０１９年净利润为基数，２０２０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３０％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２０１９年净利润为基数，２０２１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４５％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２０１９年净利润为基数，２０２２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６０％

上述“
净利润”指标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在解除限售日，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公
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
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 《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人力资源部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表现进
行打分，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Ａ、Ｂ、Ｃ和Ｄ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
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考核结果

优秀）
Ａ（

良好）
Ｂ（

合格）
Ｃ（

不合格）
Ｄ（

标准系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０％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１８

证券简称：嘉凯城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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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陕
以下简称“
世纪新元”）的通知，世纪新元使用其
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已于近期对部分股份赎回并解除质押，同时对该笔回购交易的剩余股份办理了
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股东名
本次解除质押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称
股份数量（
股）
致行动人
世纪新
元

是

５６，３００，０００

占其所持 占公司总
股份比例 股本比例
８．３２％

２．４７％

起始日
２０１９．０８．３
０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招商证券
２０２１．０２．２
股份有限
６
公司

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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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是否
司总 是否为限 为补
股本
充质
售股
比例
押

质押起
始日

世纪
新元

是

３４，
１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４％

１．５０
％

招商
证券 项目
２０１９．０８． ２０２１．０２． ２０２１．０８．２ 股份 建设
３０
２６
６
有限 资金
公司

否

否

延期购回
原质押
质权 质押
后质押到
到期日
人 用途
期日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本次解
除质押
及质押
延期购
回前累
计质押
股份数
量（
股）

本次解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除质押
情况
情况
及质押
占其所 占公司
延期购
持股份 总股本 已质押股 占已质 未质押股 占未
回后累
比例
比例 份限售和 押股份 份限售和 质押
计质押
冻结数量
冻结数量 股份
比例
股份数
（
股）
（
股）
比例
量（
股）

股东名 持股数量
称
（
股）

持股
比例

世纪新 ６７６，９７１，
元
１９８

２９．７４
３５３，
２９７，
１０９，４９０，
１９５，３８８，
４３．８９％ １３．０５％
３６．８５％
％
３９０，０００ ０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８

５１．４３
％

(上接B129版)
６、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
三）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程序
１、限售期满后，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董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
设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事
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
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对于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其持有
的该次解除限售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
２、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
份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
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
四）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程序
１、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程序
（
１）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前拟变更本激励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后变更本激励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且不得包括下列情形：
①导致提前解除限售的情形；
②降低授予价格的情形。
（
３）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
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
４）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
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２、本激励计划的终止程序
（
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不得向激励对
１）公司发生《
象继续授予新的权益，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权益终止行使。
（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的，公司不再继续授
２）激励对象出现《
予其权益，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权益终止行使。
（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前拟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
３）
过。
（
４）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后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
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５）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终止实施激励是否符合《
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
公司法》
６）本激励计划终止时，公司应当回购注销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按照《
的规定进行处理。
（
公司需要回购限制性股票时，应及时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方案并及
７）
时公告。 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应向证券交易所申请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
关手续，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及时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注销手续，并进行公告。
（
８）公司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自决议公告之日起３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
十一、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１、公司具有对本激励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并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
核，若激励对象未达到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
向激励对象回购并注销其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２、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
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３、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本激励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４、公司应当根据本激励计划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 但若因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愿解除

激励对象当年因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而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
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 【
中证天通
（
２０２１）验字第０８００００１号】： 截止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公司已收到５５４名股权激励对
象缴纳的８１７．２万股股权激励款，共计人民币１３５，５７３，５００．１元，所有认购资金均
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Ａ股普通股，本
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８，１７２，０００股， 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在
中登公司办理完成股份性质变更登记，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完成过户登记。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Ａ股普通股，本
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３６４，６６２，０１２

－８，１７２，０００

１，３５６，４９０，０１２

有限售流通股

８，８５０，４００

＋８，１７２，０００

１７，０２２，４００

合计

１，３７３，５１２，４１２

０

１，３７３，５１２，４１２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共计１３５，５７３，５００．１元， 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八、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
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
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 公司拟将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确定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
日，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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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
（
万元）

２０２２年
（
万元）

２０２３年
（
万元）

２０２４年
（
万元）

８，１７２，０００

２０，８０５．９０

１１，５０５．００

６，２１９．９２

２，８１４．９７

２６６．０１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九、报备文件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２、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１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申华控
股集团
有限公
司

９１，４８６，
２８３

４．０２％

曹鹤玲

５４，３９７，
７７０

２．３９％

０

０

０．００％

深圳市
元帆信
息咨询
有限公
司

４４，３３６，
１６３

１．９５％

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８６７，１９１，
４１４

３８．１０
３９８，
３４２，
１０９，４９０，
２３６，１８６，
３９．５１％ １５．０６％
３１．９５％
％
９５８，８００ ６５８，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５

４５，５６８， ４５，５６８，
４９．８１％ ２．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青海省公安厅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对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以下简称“
藏格钾肥”）不动产４４处
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
（
其中房产面积８４，４４４．１８平方米、 土地面积１，１１３，７３６．５８平方米） 进行查封；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对藏格钾肥持有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１０％股份
进行冻结、 藏格钾肥开设的银行基本账户进行冻结 （
截止目前账户余额９，４０９，
含资金）占公司２０２０年三季报末总资产３．８４％，
４５８．４１元）。 被冻结资产账面价值（
其中，被冻结资金占公司２０２０年三季报末货币资金１．２０％。
二、资产查封和账户冻结原因
上海宏筑物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宏筑物资”）持有青海焦煤产业（
集团）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海焦煤”）４０％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永明曾于２００６年收
购宏筑物资１００％股权。 ２０１１年，宏筑物资将其持有的青海焦煤全部股权转让给
臻鹏熠霄（
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转让完成后，宏筑物资不再持有青海焦
煤股权。 参股期间，宏筑物资委托青海焦煤将部分款项汇入藏格钾肥账户，并在
２０１２年又将相关款项从藏格钾肥转出。。 因青海焦煤产业集团涉嫌非法采矿被青
海省公安厅立案侦查，藏格钾肥部分资产及账户被青海省公安厅查封冻结。 目前
公司正在积极配合青海省公安厅的侦查工作。
三、信息披露情况
青海省公安厅曾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对藏格钾肥相关人员进行笔录问询，并
告知：案件正在侦查当中，需对此立案侦查相关事宜予以保密。 公司于上述冻结
关于查封冻结信息披露的请示》，经沟通后，
发生后向青海省公安厅书面提交了《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需要，公司暂未对该事项进行披露；同时公司积极向监管部
门就此事项进行了汇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晚间，公司收到肖永明家属通知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永明
先生已于当日被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正式批准逮捕。 在知悉上
述事项后，公司再次与青海省公安厅沟通后，遂将上述资产账户查封冻结情况进
行披露。
四、对公司的影响
此案件是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先生及宏筑物资行为， 且发生在２０１６年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前；我公司目前正在与公安机关积极协调，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以最大限度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上述藏格钾肥银行基本账户冻结后，藏格钾
肥使用其他账户进行结算； 查封和冻结事项目前未对藏格钾肥的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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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说明
解除质押
１、 本次股份质押为世纪新元对前期质押股份的部分解除质押 （
延期购回３４，１００，０００股），融资
５６，３００，０００股）及对剩余部分股份的延期购回（
金额用于项目建设所需，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２、世纪新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１５６，６００，０００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２３．１３％，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６．８８％，对应融资金额３．２０亿元；未来一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２１０，５５０，０００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３１．１０％，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９．２５％，对应融资金额４．４０亿元。
３、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的变更。 世纪新元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
来源包括投资收益、分红、其他收入等，其质押的股份现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
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风险。
４、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世纪新元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
五、备查文件
１、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告知函；
２、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申请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限售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５、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６、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保证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利，
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雇佣管理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
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执行。
７、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
司利益或声誉，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可以回购并注销激励对
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节严重的，公司还可就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按照有关法律
的规定进行追偿。
８、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
限制性股票
２、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每一位激励对象签署《
授予协议书》，明确约定各自在本激励计划项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
３、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４、激励对象应当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５、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的分红权、配股权等。 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之前，激励对象根据本激
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６、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公司在按照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
理。
７、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８、激励对象承诺，若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
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 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股权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９、法律、法规及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十二、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一）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
１、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１）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２）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３）上市后最近３６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
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
５）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激励计划的情形；
（
６）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２、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激励计划正常实施：
（
１）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２）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的情形。
３、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条件或
解除限售安排的，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的，所有激励对象应当返
还已获授权益。 董事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和本激励计划相关安排收回激励对象所得收益。
对上述事宜不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因返还权益而遭受损失的，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安
排，向公司或负有责任的对象进行追偿。
（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激励对象如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资格，董事会可以决定自情

持股５％以上的股东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商糖酒
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股份１３０，４３０，
持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７．２３％）的股东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０００股（
称“
国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商糖酒”）
计划在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３６，０００，０００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２％）；且在任意连续９０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关于
本公司今日收到持股５％以上股东国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商糖酒《
计划减持嘉凯城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大集团

公司重组借壳定增持有的股
份

１２５，０４０，０００

６．９３％

浙商糖酒

公司重组借壳定增持有的股
份

５，３９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３０，４３０，０００

７．２３％

合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一）减持原因：国大集团及浙商糖酒经营发展计划需要。
（
二）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
三）股份来源：公司重组借壳定增持有的股份。
（
四）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３６，０００，０００股（
若此减

况发生之日，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离职前
需缴纳完毕相应个人所得税：
（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进入措施；
（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具有《
（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内任职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全按照职务变
更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执业
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
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应个人所得税。
３、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自情况发生之日，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相应个人所得税。
４、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因退休不再返聘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５、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１）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
２）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应个人
所得税。
６、激励对象身故，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１）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身故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财产继承人或指定的继承
人代为持有，并按照身故前本激励计划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
条件。
（
２）激励对象因其他原因身故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 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其财产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继承，并依法代为
缴纳完毕相应个人所得税。
７、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处理方式。
（
三）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争议的解决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争议，按照本激励计划和《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规定解决；规
定不明的情况，双方应通过协商、沟通解决，或通过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解解决。
若自争议或纠纷发生之日起６０日内双方未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或通过上述方式未能解决相
关争议或纠纷，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十三、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１号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
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
一） 会计处理方法
１、授予日
根据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份的情况确认“
股本”和“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２、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和限制性股票各期的解除限售比例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
益“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
３、解除限售日
如果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在解除限售日，可以解除限售结转解除限售日前每个资产负债
日确认的“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除限售而失效或作废，则由

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
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２％；且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
五）减持期间：自发布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
六）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情况确定。
（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与国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商糖酒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
一）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国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商糖酒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
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数量、价格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
三）公司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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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国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商糖酒减持公
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１．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计划减持嘉凯
城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并减少所有者权益。
４、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１号一一股份支付》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市价为基础，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在测算日，每股限
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允价值＝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授予价格，为每股８．４４元。
（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将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
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
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假定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３月底授予激励对象权益，预测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万股）
票数量（

需摊销的总费用
（
万元）

２０２１年
（
万元）

２０２２年
（
万元）

２０２３年
（
万元）

２０２４年
（
万元）

３７６．３０

３，１７５．９７

１，３８９．４９

１，１３８．０６

５４２．５６

１０５．８７

注：１、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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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２、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３、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
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
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
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十四、上网公告附件
草案）》
１、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２、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６９７

证券简称：有友食品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新任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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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２０２１ 年２月２６日，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江宏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该监事候
选人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附件
江宏亮先生简历
江宏亮，男，中国国籍，出生于１９８０年，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
９月，就职于重庆万坤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先后任行政人事部长，总经理助理；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
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助理、党支部书记；２０１７年３
２０１７年２月，就职于重庆雁山机械制造（
月至２０２０年２月，就职于神州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２０２０年４月
至今，就职于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