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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

暨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黄文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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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航高科” ）于

2022年4月1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5）， 公司股东黄文佳先生持有公司的24,696,984股股份于

2022年5月20日10时至2022年5月21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s://sf.taobao.com/0755/03/） 进行公开拍

卖。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为24,696,98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4.67%，占公

司总股本的0.97%。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拍卖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情况

公司近日通过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

//sf.taobao.com/0755/03/）进行查询，获悉公司股东黄文佳先生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成交。具体拍卖结果如下：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网络拍卖竞

价结果为: 用户姓名楼益女通过竞买号X9612于2022/05/21� 10:00:00在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证券简称“首航高科”（证券代码：

002665，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24696984股股票”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

价胜出。

本次拍卖原因为股份质押融资违约司法拍卖。 本次被拍卖黄文佳先生持有

的公司股份共计成交24,696,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成交总金额为71,436,

026.22元，成交价格约为2.89元/股。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东黄文佳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53,739,2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2%。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53,486,

416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5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1%；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53,739,261股， 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2%。

2、本次司法拍卖完成，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降低，可

能会存在控制权不稳定情况。但基于《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实控人在公司管理层

所占比例，本次司法拍卖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成交的所有股份尚未

完成过户手续，如本次司法拍卖被动减持过户完成后，公司股东黄文佳先生持有

的公司股份将由53,739,261股减少为29,042,277股。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的后续相关股权变更及进展等情况， 并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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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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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和出席情况

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2022年5月23日下午14:00在公司北京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3区20号）。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文博先生主

持，会期半天。会议采取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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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3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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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2人，代表公司股份441,146,29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6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代表公司股份93,773,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3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9人，代表公司股份347,372,8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68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2人，代表公司股份441,146,29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6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代表公司股份93,773,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3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9人，代表公司股份347,372,8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6830％。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和保

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就拟审议的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484,9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1％；反对615,4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95％；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498,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23％；

反对615,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0％；

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7％。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532,08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08％；反对614,2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545,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13％；

反对614,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8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38,525,7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0％；反对2,574,6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836％；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3,539,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748％；

反对2,574,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74％；

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7％。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484,6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0％；反对615,7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96％；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49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20％；

反对615,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3％；

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482,9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6％；反对614,5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4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496,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2％；

反对614,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91％；

弃权4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484,9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1％；反对615,4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95％；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498,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23％；

反对615,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0％；

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38,429,9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43％；反对2,574,3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835％；弃权14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3,443,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52％；

反对2,574,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71％；

弃权1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7％。

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469,4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6％；反对534,8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12％；弃权14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483,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61％；

反对534,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2％；

弃权1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41,146,295股。同意440,439,8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9％；反对567,3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86％；弃权13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95,453,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53％；

反对567,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00％；

弃权13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

意见书》。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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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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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

资者为公司董监高人员以外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股

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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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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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公司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313,174,0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074335%。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311,679,77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897441%；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

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2人，代表股份1,494,26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7689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

人，下同）共计25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3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2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1,503,51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7799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世琦女士、黎志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2,625,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99.824925%；反对股数为548,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75044%；

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955,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63.532722%；反对股数为548,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36.460627%；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6651%。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数为312,625,8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4956%；反对股数为548,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75044%；

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955,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63.539373%；反对股数为548,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36.460627%；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数为311,859,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80325% ； 反对股数为 1,314,01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19579%；弃权股数为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189,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12.583978%；反对股数为1,314,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87.396069%； 弃权股数为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19953%。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数为312,624,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4573%；反对股数为549,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75331%；

弃权股数为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954,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63.459560%；反对股数为549,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36.520487%；弃权股数为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19953%。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数为311,859,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80325% ； 反对股数为 1,314,01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19579%；弃权股数为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189,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12.583978%；反对股数为1,314,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87.396069%； 弃权股数为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19953%。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代表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报告对

2021年度独立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

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履职报告全文

已于2022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世琦女士、黎志琛先生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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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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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3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的通知于2022年5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

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聂莹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大连豪森设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聂莹女士主持，与会监事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不存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

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3日，并同意以12.69元/股的授予价格向304名激励

对象授予349.3599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特此公告。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529� � � � �证券简称：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8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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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2年5月23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349.3599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12,800

万股的2.73%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5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

23日，以12.69元/股的授予价格向304名符合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349.3599万

股限制性股票。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

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

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12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

披露的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22）。2022

年5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了《大连豪森设备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3、2022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

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

一致。

（三） 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和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

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授予条件，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

时满足如下条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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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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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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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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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

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是否成就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3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

资格。

（3）公司确定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大连

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中关于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

划或安排。

（5）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

人员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3日，同意以12.69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304名激励对象授予349.3599万股限制性股票。

3、监事会关于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条件是否成就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不存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

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3日，并同意以12.69元/股的授予价格向304名激励

对象授予349.3599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2年5月23日

2、首次授予数量：349.3599万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2.73%

3、首次授予人数：304人

4、首次授予价格：12.69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

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

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

益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

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

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

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7、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

比例

占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比例

（

1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

1

胡绍凯 中国 副总经理

3.4091 0.78% 0.03%

2

杨宁 中国 副总经理

3.4091 0.78% 0.03%

3

王宇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455 0.47% 0.02%

4

赵玉亮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455 0.47% 0.02%

5

任俊波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455 0.47% 0.02%

6

刘云飞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455 0.47% 0.02%

7

于洪增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455 0.47% 0.02%

8

王璇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455 0.47% 0.02%

小计

19.0912 4.37% 0.15%

（

2

）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

共

296

人

）

330.2687 75.63% 2.58%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

（

共

304

人

）

349.3599 80.00%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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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②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③以上数据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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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

的激励对象人员。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

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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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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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5、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以2022年

5月23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12.69元/股，向符合条件的304名激励对象授

予349.3599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

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董事， 根据公司自查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 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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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3日，现按

照2022年5月23日收盘价模拟测算，模拟测算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25.48元/股（2022年5月2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

期归属日的期限）；

3、 历史波动率：16.7729%、17.2100%、17.4349%（采用上证指数近12个月、24

个月、36个月的波动率）；

4、 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

构1年期、2年期、3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激励计划就标的股票现金分红除息调整权益授予价格的，预期股

息率为0。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

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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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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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摊销的总费用

（

万

元

）

2022

年

（

万元

）

2023

年

（

万元

）

2024

年

（

万元

）

2025

年

（

万元

）

349.3599 4,684.52 1,800.62 1,794.06 875.52 214.32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

价格和归属数量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

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公司提

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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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

有所影响。 但同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 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

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

成本，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1、豪森股份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4、 公司就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的相关规定。随着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的推进，公司仍需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大

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公司不存在不符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截至首次授予日）》；

（三）《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截至首次授予日）》；

（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五）《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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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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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3日以

现场、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5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董德熙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

会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以2022年5月23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12.69元/股，向304名激励对象授

予349.3599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赞成9人，反对0人，弃权0人，赞成人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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