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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行走于“一带
一路”，金融机构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综合举
措，越来越展示出综合金融服务的延展力。

近日，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一个货柜牛肉抵
达了北京市的“菜篮子”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以下简称“新发地”），而促成本次哈萨
克斯坦牛肉“北京首秀” 的重要推手是中信银
行。

1月20日，“哈萨克斯坦牛肉首次进京仪式”
在北京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会展中心举行， 中信
银行董事长李庆萍，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中国
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刘江平， 中国商务部欧亚司
参赞姚国恩，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科伊舍巴耶
夫， 哈萨克农业部检疫委员会副主席卡布杜尔
达诺夫，中信银行副行长郭党怀，中信银行业务
总监、深圳分行行长芦苇，中信银行业务总监、
北京分行行长刘红华出席。

其实，上述场景是中信银行倾力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一个缩影。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
表示，中信银行始终牢记顺国家大势而为，坚持
正确的义利观，做足功课，融入当地，以心相交，
真诚相待，不断为中哈两国搭建桥梁，做合作发
展的使者，为“一带一路”建设做贡献。

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表示, 新发地市场承
担了北京90%农产品供应，2019年交易额为
1319亿元。近年来，新发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在中信银行金融力量的大力支持下，拓展
海外市场，引进优质产品，全力推动中国与沿线
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携国际化基因
夯实 “一带一路”服务优势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2013年秋天，我国
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又提出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南
北呼应、内外联动，一个面向世界开放合作的新
格局呈现于世人面前。 商务部数据显示，6年多
来，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目前，
我国已经与16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98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还与44个国家建立
了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与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
畅通工作组； 与22个国家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
机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经济是肌体，金融是
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金融
机构支持中资机构走出去， 已有11家中资银行
在29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设立80家一级机
构。对于中信银行而言，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因为其有

着强大的国际化基因和优势。
中信银行母公司中信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较早出海投资的企业。 40年来，中信集团已
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
业务涵盖60多个领域，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立
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

李庆萍表示，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过程中， 中信集团始终秉承改革开放精神，以
“互利共赢”引领“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一是广
泛布局。 目前，中信集团内金融、实业各板块已
经形成协同机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
布局。中信银行积极发挥金融助推器作用，支持
沿线投融资项目。 二是深度耕耘。 在广泛布局
基础上，中信集团更注重深耕细作，实现自身在
当地长期发展。 三是共生共享。 中信集团秉持
“共生共享”品牌理念，不断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赋能。四是公益并行。在实施项目开发的同
时，中信集团注重履行社会责任。

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作为集团旗下最大的子公司， 中信银行在信贷
投放、风险管理、集团协同、海外新机构建设、投
行业务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了卓有成效的综合金融服务支持。

中信银行充分发挥中信集团协同优势，丰
富“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产品链条，联合中信集
团内信托、证券、建筑等公司，充分发挥集团金
融与实业并举的独特竞争优势， 为境内外优质
客户提供综合融资服务， 并依托全资子公司信

银投资在中国香港的全牌照经营优势， 综合运
用证券交易、证券咨询、企业融资、资产管理，研
创新型融资产品模式，积极开展投资并购、股权
基金等产品创新，为企业提供“商行+投行”、“境
内+境外”、“股权+债权”等全方位、多渠道的投
融资服务，满足企业各种国际化金融需求。

近年来，中信银行出口信贷业务放款近5亿
美元，项目储备45亿美元，涉及印尼、埃及、安哥
拉、赞比亚等“一带一路”国家，主要投向公路、
机场、港口码头、社会保障房、电站、生产线建设
等领域。

落子哈萨克斯坦
给企业“走出去”搭建金融支点

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动地球———古希腊
科学家阿基米德的想法虽然看似有些“异想天
开”，但是其生动的描述了“支点”对于实现力量
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以来，从愿景照
进现实，不仅赋能世界经济增长，也为我国企业
“走出去”开辟了新方向。 金融机构作为“资金融
通”的先行者，具备广泛的国际网络和丰富的海
外经验，有利于帮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
获得高效的金融支持。 中信银行对于“一带一路”
的金融服务，也有着一个非常“给力”的支点。

2017年6月份，中信银行与哈萨克斯坦人民
银行就收购其全资子行阿尔金银行（ALTYN）多

数股权项目签署股权收购协议，2017年12月份
获得银监会同意批复，并于2018年4月完成股权
交割。交易完成后，中信银行持有阿尔金银行的
股份50.1%，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9%，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持股40%。

截至2019年末， 阿尔金银行实现净利润
143.6亿坚戈（折合人民币2.6亿元），增幅37.2%。
ROA和ROE已经从当时的2.2%和17%提升到
3.2%和29.2%，是哈商业银行中评级最高的银行
之一。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也
是中信集团和中信银行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 目前，阿尔金银行充分
利用股东优势，打造特色业务，提升在对公和零
售、贸易融资、金融市场、人民币清结算等方面
的业务水平，在继续深耕当地市场的同时，为在
哈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同时，
阿尔金银行利用较为成熟的支付工具、 移动银
行、大数据等技术，加快业务拓展与平台搭建，
努力争取市场先机。

2018年初， 中信银行正式挂牌人民币对哈
萨克斯坦坚戈直接兑换服务， 伴随中哈双边贸
易、投资合作日益深入，中国企业对哈跨境结算
需求将显著增加， 外汇挂牌交易可有效满足企
业货币兑换、汇率风险管理等需求。

目前，中信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
国家有387家代理行，涵盖了东盟、西亚、南亚、
中亚、东亚、中东欧、北非、南欧等地区。其中，东
亚、南亚、西亚及中亚地区最多，合计152家，占
比39%；东盟地区其次，有144家，占比37%；中东
欧地区共80家，占比21%；北非和南欧共11家，
占比3%。 截至2019年末，中信银行与位于59个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代理行开展业务
往来，其中单证结算类业务全年合作量237亿美
元，电汇业务合作量829亿美元，保函业务合作
量56亿美元。

落子哈萨克斯坦同时为中信银行金融支持
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金融支点。 2019年5月16
日—5月17日，第十二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在哈
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隆重开幕。论坛期间，中
信银行成功举办中哈高新技术企业论坛， 为两
国企业提供面对面交流沟通平台， 促进双方深
化合作。

据了解， 彼时共有50余家中哈企业参与论
坛。中信银行根据国内企业投资意向和需求，从
高端设备、现代农业、能源开发、医疗健康等多
个领域遴选中方企业代表赴哈。 阿尔金银行在
当地遴选了相关领域企业，推进务实合作。论坛
期间， 中信银行管理层和企业家代表同哈政府
高层、 哈工商业团体以及企业家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交流，并达成了多项合作意愿。
新发地正是随中信银行赴哈参加该次论

坛， 该公司董事长一行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副
部长进行了深入交流， 考察了哈萨克斯坦当地
对口的农业企业，并签署了合作意向函。论坛结
束后，中信银行加快需求对接及客户互访工作，
10月份再次组织新发地访哈，考察阿拉木图、阿
拉木图州、阿克托别、齐姆肯特、塔拉兹等多地
有实力且具有对华出口资质的牛肉生产企业，
就自哈进口牛肉项目开展实质性洽谈并签署首
批采购合同。 此次新发地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牛
肉共计60吨，其中20吨货柜已进入新发地市场，
以保障首都节日供应。下一步，新发地还将同哈
国长期开展大规模贸易， 年鲜肉进口规模预计
将达5000吨，并开展养殖、育肥、屠宰等上游领
域投资合作。

针对哈萨克斯坦农副产品进口业务， 中信
银行实时关注新发地市场的进口量及结算方
式，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匹配结售汇、跨境结
算、开立信用证等国际业务产品，助力客户进口
业务平稳开展。

除顺利帮助新发地进口哈萨克斯坦牛肉
外， 中信银行还助力远景能源与哈方寰泰能源
正式签署合同， 由远景能源为寰泰能源哈萨克
斯坦风场项目提供智能风机和运维服务。 阿尔
金银行成功为寰泰能源哈萨克斯坦办理了首笔
2.1亿元购售、2800万元保函业务， 实现了阿尔
金银行人民币业务新突破。

中信银行业务总监、 深圳分行行长芦苇表
示，中哈企业合作项目能在短时间落地，得益于
中信集团“大协同”战略引领和中信银行总、分
行与阿尔金银行协作联动。

李庆萍董事长表示， 中信银行将努力做好
“三个服务”，推动中哈企业间的合作：一是服务
好哈萨克斯坦当地经济发展。 中信银行将继续
全力支持阿尔金银行发展，立足哈萨克斯坦，为
当地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二是服务好中
国“走出去”企业。 中信银行将以阿尔金银行为
支点，依托中信集团在哈合作平台，联合哈政府
部门及其他服务机构， 为在哈和赴哈投资的中
资企业量身打造综合化服务方案。 三是服务好
哈方“走进来”企业。 中信银行将依托在中国国
内146个大中城市的1410家营业网点，借助境内
外联动和中信集团协同优势， 为哈方企业来中
国投资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潮中，中信银行始终与
新时代同频共振，与新势能携手发力，与新经济共
舞！ 中信银行推动、支持、伴随有国际化需求和国
际化能力的优质客户“走出去”，战略实施一步一
个脚印，到一个地方点亮一个地方。 （CIS）

哈萨克斯坦牛肉新发地“首秀”背后
中信银行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企业稳健行走于“一带一路”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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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76,500万元到-91,5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的净利润为-71,000万元到-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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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期内”）。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继续

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6,500万元到-91,500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71,000万元到-86,000万

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情况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587.9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4,655.94万元
（二）每股收益：-1.09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亏损主要系自主贵人鸟品牌的营业利润出现亏损。 具体原因包

括：
（1）销售费用增加。 2018年末起，贵人鸟品牌在14个重点省级区域的销售模式从原来

的“批发”改为“直营+联营/类直营”并调整对经销商的支持政策，导致公司2019年全年新
增较大的终端渠道人员薪酬、终端销售及返利等费用，预计影响2019年当期损益约-1.8
亿元；

（2）存货减值损失的增加。 因2018年末起销售模式的调整，导致报告期末存货的增
加，按照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核算，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损失金额约为1.2亿元；

（3）信用减值损失的增加。 根据新金融会计准则的规定，报告期末，公司对贵人鸟品
牌客户的经营能力和回款能力重新进行梳理及评估，对期末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损失。 报

告期末，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为4.83亿。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的增加。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对BOY的借款逾期，根据协议及

相关通知，公司持有的BOY32.96%股权被BOY全部罚没抵债的可能性极大，截至目前，由
于该股权罚没处置尚未实际完成，仍在公司名下，但根据会计准则及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该笔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相应减值，预计该资产减值影响当期损益约-0.84
亿元。

四、风险提示
（一）资产减值事项的不确定性。
目前，由于公司出售杰之行30.01%股权的交易尚在进行中，公司将杰之行股权划分

为“持有待售资产”，但如若后续交易对方在2020年3月31日前仍未向本公司支付其承诺
的款项，该笔股权资产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将由“持有待售资产”调整至“长期股权投
资”，按权益法进行核算，并进行相关资产减值测试工作。 经管理层预判该项股权存在减
值迹象，公司财务部门预计减值金额约为0.66亿元至1.10亿元。 具体影响以交易实质进展
及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二）商誉减值的不确定性

经公司对有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发现存在减值迹象，预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不
超过0.1亿元，上述业绩预测已包含了该商誉减值部分，商誉减值对业绩影响较小。但该减
值结论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截至本公告日，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第三方中介机
构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商誉具体减值金额以最终评估及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司不存在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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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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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说明
若公司2019年年度净利润经审计为负值，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第一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
为负值”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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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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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现就风险提示如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

继续出现亏损。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
告》（2020－005 号）。

二、 若公司 2019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审计为负值， 将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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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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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业绩预计增加 416,887.46 万元到 448,154.02 万元，同比增加 80%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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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16,887.46 万元到 448,154.02 万元，同比增加 80%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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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将增加

417,621.65 万元到 446,423.15 万元，同比增加 87%到 93%。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1,109.3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80,024.89 万元。
（二）每股收益：0.4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强化考核、优化机制，进一步激发传统经纪、投

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活力，丰富资本中介业务内涵，优化资本配置，公司各项业
务收入较上年均有所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上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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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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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4），公司监事何建明先生、副总裁熊焰明先生、副总裁孙昌军先生、副总裁郭学红先生、副总裁付玲女士、副总裁杜毅刚女士、助理总裁王永祥先生、助理总裁罗凯先
生、助理总裁田兵先生、助理总裁唐少芳先生、投资总监申柯先生计划在上述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法律法规窗口期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其中 2019 年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 7,737,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83%）； 若 2019 年完成减持，2020 年合计减持不超过 5,803,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37%）。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公司近日收到上述十一位股东《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述十一位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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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减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股份来源 减持期间 减持次数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何建明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78-6.82 6.81 315,300 25%
熊焰明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3 6.81 776,821 25%
孙昌军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2 6.80 672,076 25%
郭学红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8 6.82 716,350 25%
付玲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7 6.81 568,500 25%
杜毅刚 集中竞价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1 6.81 606,600 25%
王永祥 集中竞价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2 6.81 262,500 25%
罗凯 集中竞价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2 6.81 271,800 25%
田兵 集中竞价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79-6.82 6.81 367,500 25%
唐少芳 集中竞价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80-6.82 6.81 262,500 25%
申柯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2020年 1月 20日 1 6.79-6.88 6.81 983,300 25%

二、本次减持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何建明
合计持有股份 1,261,647 0.0160% 946,347 0.01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5,412 0.0040% 112 0.0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946,235 0.0120% 946,235 0.0120%

熊焰明
合计持有股份 3,108,071 0.0395% 2,331,250 0.02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77,018 0.0099% 197 0.000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31,053 0.0296% 2,331,053 0.0296%

孙昌军
合计持有股份 2,688,725 0.0342% 2,016,649 0.02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2,181 0.0085% 105 0.0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16,544 0.0256% 2,016,544 0.0256%

郭学红
合计持有股份 2,865,945 0.0364% 2,149,595 0.02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16,486 0.0091% 136 0.000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49,459 0.0273% 2,149,459 0.0273%

付玲
合计持有股份 2,274,397 0.0289% 1,705,897 0.02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8,599 0.0072% 99 0.0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05,798 0.0217% 1,705,798 0.0217%

杜毅刚
合计持有股份 2,426,442 0.0308% 1,819,842 0.02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6,611 0.0077% 11 0.00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19,831 0.0231% 1,819,831 0.0231%

王永祥
合计持有股份 1,050,000 0.0133% 787,500 0.01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2,500 0.0033%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787,500 0.0100% 787,500 0.0100%

罗凯
合计持有股份 1,087,500 0.0138% 815,700 0.01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1,875 0.0035% 75 0.0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5,625 0.0104% 815,625 0.0104%

田兵
合计持有股份 1,470,000 0.0187% 1,102,500 0.014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7,500 0.0047%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02,500 0.0140% 1,102,500 0.0140%

唐少芳
合计持有股份 1,050,000 0.0133% 787,500 0.01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2,500 0.0033%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787,500 0.0100% 787,500 0.0100%

申柯
合计持有股份 3,933,644 0.0500% 2,950,344 0.03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83,411 0.0125% 111 0.0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50,233 0.0375% 2,950,233 0.0375%

三、相关说明
1、上述十一位股东本次实施减持情况与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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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意向、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十一位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成。
四、备查文件
股东何建明先生、熊焰明先生、孙昌军先生、郭学红先生、付玲女士、杜毅刚女士、王永祥先生、罗凯先生、田兵先生、唐少芳先生、申柯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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