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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00 证券简称：宁波水表 公告编号：2020-005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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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81.49 万元到 23,325.69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6,860.50 万元到 9,604.70 万元，同比增加 50%到 70%。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038.26 万元
到 20,615.1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5,153.79 万元到 7,730.68 万元，同比增
加 40%到 6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0,581.49 万元到 23,325.69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6,860.50 万元到 9,604.70 万元，同比增加 50%到 70%。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8,038.26 万元到
20,615.16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5,153.79 万元到 7,730.68
万元，同比增加 40%到 6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20.9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884.47 万元
（二）每股收益：1.17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水表行业市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水表行业发展趋势向着智能水

表及应用系统方面调整及转型。 公司根据“一业为主，做精做强”的战略方针，加速
推进 NB-IoT 智能水表等核心产品的推广与商用，目前已实现以北京、深圳、成都、
天津、拉萨、银川、乌鲁木齐、宁波等为代表城市的物联网项目的规模布局。 2019 年
度，公司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积极转型为以智能水表结合智慧水务大数据服务系统
与平台为业务进行销售的模式。 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慧水务应用云平台为下游客户
开展水资源管理信息化、 智能化提供了更为高效的途径， 满足了客户个性化的需
求，进一步带动了智能水表的业务增长。 报告期内，智能水表业务成为公司业绩增
长的主要动力。 公司智能水表营收规模较同期大幅增长，业务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总体效益较 2018 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528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 编号：临 2020-002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及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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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收到职工监事魏云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魏云祥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职工监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辞职报告
自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魏云祥先生已确认其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和公司无任何意
见分歧，亦无任何与本人辞任有关的其他事宜须请公司股东关注。 魏云祥先生在任
公司职工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监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曾忆陵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曾忆陵先生简历

曾忆陵先生，56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 1983
年参加工作，历任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电信处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办公室秘书，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办公室秘书，高级工程师，中铁国际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社会事务部部长，中铁东方国际建设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中铁高新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经审委主任。 截至公告日，曾忆陵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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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第四季度，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合同 1,745�
个，新签合同金额人民币 141.77 亿元，同比减少 4.95%。 2019 年 1 月 -12 月，公司累
计签订合同 6,589 个，累计签订合同金额人民币 475.77 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类型

2019年
10月 -12月

2018年
10月 -12月 同比

增减（%）

2019年累计

数量
（个）

金额（亿
元）

数量
（个）

金额（亿
元）

数量
（个）

金额（亿
元）

工程勘察设计与咨询 1,274 7.13 1,325 6.55 8.85 4,842 25.86

工程施工
工业项目 231 42.81 252 43.52 -1.63 816 154.11
民用建筑 67 46.32 89 71.02 -34.78 310 125.72
公路市政 28 43.06 14 22.01 95.64 53 149.60

装备制造 145 2.46 152 6.03 -59.20 568 20.48
合计 1,745 141.77 1,832 149.15 -4.95 6,589 475.77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完工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638.7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10.12%。 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类型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 同 比 增

减（%）数量（个） 金额（亿元） 数量（个） 金额（亿元）

工程勘察设计与咨询 3,251 23.63 2,483 21.75 8.64

工程施工

工业项目 768 143.44 485 148.53 -3.43

民用建筑 423 227.81 202 161.68 40.90

公路市政 118 219.13 66 235.05 -6.77

装备制造 442 24.70 483 12.99 90.15

合计 5,002 638.71 3,719 579.99 10.12
以上数据源自公司的生产经营统计， 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概

况。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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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32,000万元–33,000万元 盈利：14,56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0%�-�12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0元 /股–0.21元 /股 盈利：0.09元 /股

注：本公告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本公司本报告期生产经营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增长的原因为：
1.� 公司订单执行进展顺利， 本报告期内陆续交付并实现销售收入，2019 年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 Tong� Dai� Control(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通达”）营

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 报告期内收购山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嘉泰”）51%股权

并在 12 月份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预计 2019 年度山东嘉泰净利润为 16,315 万
元， 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60 万元。（山东嘉泰业绩预计为初步测
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3．公司上年度计提 1.11 亿元商誉减值准备，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商誉减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期内，经初步核算公司子公司香港通达、山东嘉泰的收入、净利润均达

到预期增长水平，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本报告期尚未发现明显的商誉减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商誉为 33.4 亿元，如需计提减值将对 2019 年利润产生负
面影响。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0-001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12 月份新增自营门店及门店总数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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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
业务》要求，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19 年 12 月份公司
新增自营门店概况披露如下：

序
号 门店名称 所在

地区 开设时间 经营形
式

面积
(m2)

总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周大生成都华熙 528店 2019.12.01 联营 73.52 388 素金、镶嵌

注：总投资金额为计划投资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装修、道具及固定资产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门店总数为 4011 家，其中自营店 278 家，加盟店

3733 家。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光电 公告编号：2020-005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部分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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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光电”或“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
中低风险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
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泰禾光电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截止 2020 年 1 月 15 日，泰禾光电及子公司已累计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

西桃花支行购买徽安活期化净值型理财产品（PN19000100）11,400 万元，并已累计
赎回 1,600 万元，具体详见泰禾光电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9-030、2019-033、2019-036、2019-047、2019-052、2019-062、
2019-064、2019-071、2019-081），该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净值型。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赎回 6,000 万元，利息尚未赎回，截止 2020 年 1 月 16
日产品剩余本金 3,800 万元，剩余市值 3,942.09 万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8,800 6,000 711.16 12,8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8,8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1.16%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8.8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2,8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7,2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三、备查文件
银行业务回单及理财产品净值证明。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股票代码：600690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潜在私有化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进程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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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仍在探讨有关潜在私有化的方案，尚未向海尔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确定的潜在私有化方案， 尚未就是否进行潜在私有化达成任何
协议或作出其他承诺，且潜在私有化的细节和条款（包括换股比例和时间表）尚未
确定，该潜在私有化是否进行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19 年 12 月 12 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关于媒
体报道的澄清说明公告》， 就相关媒体报道公司计划实施 H 股上市及私有化海尔
电器集团有限公司（Haier� Electronics� Group� Co.,� Ltd.， 一家注册于百慕大群岛并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为 HK� 1169，以下简称“海尔电器”，公司
拟私有化海尔电器的相关安排以下简称“潜在私有化”）的内容进行澄清。

一、相关进展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及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

则》（以下简称“《收购守则》”） 规则 3.7 及 3.8 的规定， 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分别发布了《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刊发有关海尔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潜在私有化的公告》及《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8 作出的公告》（即关于
公司证券数目的更新公告）。

二、每月更新公告

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的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关于潜在私有化磋商或考虑
的进展公告，直至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5 发布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或发布决定
不继续进行潜在私有化的公告为止。

根据前述要求，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晚间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
//www.hkexnews.hk）发布了《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刊发的有关海尔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的潜在私有化的每月更新公告》（该公告为公司与海尔电器联合发布），该公告
对潜在私有化的进程进行了更新，主要内容包括：公司仍在探讨潜在私有化方案，
截至该公告日，公司尚未向海尔电器提出确定的潜在私有化方案，公司尚未就是否
进行潜在私有化达成任何协议或作出其他承诺，且潜在私有化的细节和条款（包括
换股比例和时间表）尚未确定，该潜在私有化是否进行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其他提示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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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000 万元

~17,000 万元，同比增加 112.38%~157.89%。
2、公司本次业绩预增主要原因是：本期动力煤价格同比下降导致电力板块煤

炭采购成本减少，影响金额约 40,050 万元；本期公司融资规模及利率水平下降导致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影响金额约 65,245 万元。

3、2019 年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事项主要为出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等，较上年同比减少约 60,282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
业绩预计增加 67,698 万元 ~70,698 万元，同比增加 109.13%~113.97%。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4,000 万元 ~17,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7,408
万元 ~10,408 万元，同比增加 112.38%~157.89%。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增加 67,698 万元 ~70,698 万元，同比增加 109.13%~113.97%。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91.85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2,034.49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053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期动力煤价格同比下降导致电力板块煤炭采购成本减少 ， 影响金额约

40,050 万元；本期公司融资规模及利率水平下降导致财务费用同比减少，影响金额
约 65,245 万元。

综上原因，公司本期经营业绩同比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06
债券代码：136985 债券简称：17 黄金债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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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4,885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24,885 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 24,189 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04.73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134.05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9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 2019 年度国内矿山企业黄金产销量增加；因黄金价格上涨、矿石入选品位

提高等因素，黄金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亦有较大幅度提高。

2.� 2019 年度，公司围绕战略规划目标，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了全
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经营业绩明显提升。

3.� 对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生产经营影响较大的
危废许可证办理延迟、园区配套设施滞后等因素已经消除或得到明显改善。

（二）会计处理影响
2019 年 11 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吉林瀚丰矿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瀚丰

矿业”）100%股权的交易，本次交易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会计准则，瀚丰矿
业 2019 年度全年财务数据纳入合并范围。

（三）其他影响
2019 年度，公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逐步恢复，同时自身经营性现金流大

幅提高，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压力得到极大缓解，形成良性循环。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

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847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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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 万元到 1000 万元。
2、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助、电费返还非经常性损益事项所致，

影响金额约 625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500 万元到 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

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 万元到 1000 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0 万元到 0 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400,046.71� 元；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922,929.97� 元。

（二）每股收益：-1.02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2019 年公司通过提升技术工艺水平、 减少生产损耗等措施提升了产品品

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优化了产品销售结构，使 2019 年度公司营业毛利率有所
提升。

（二）公司财务费用较上期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三）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2019 年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实体经济

的政策支持，在社保补贴、电费降低等其他方面收益约 625 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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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2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将回购并
注销上述 2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900,000
股。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900,000股 2,900,000股 2020年 1月 2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17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17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原
激励对象席晓唐、陈君 2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并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已不符合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9.927 元 / 股
的价格回购席晓唐所持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合计 2,500,000 股限制性股票，以

10.372 元 / 股的价格回购陈君所持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合计 400,000 股限制
性股票，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就本次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截至申
报期间届满之日， 公司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以及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激励对象席晓唐、陈君因离职原因，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进行回购
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2名激励对象，合计拟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 2,900,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35,800,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号，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2 名激励对
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9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该部
分股份将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完成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38,700,000 -2,900,000 35,800,000
无限售流通股 508,050,649 0 508,050,649

合计 546,750,649 -2,900,000 543,850,649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 注
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 且
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 产
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所需履行的法定程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
价格、回购资金来源和实施情况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关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