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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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29,07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
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29,070 股，解锁日暨上市流通
日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 年 12 月 1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且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符启林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
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梦百
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书》。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
为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 月 2 日止。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
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披露了《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第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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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梦
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鉴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权益的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
公司拟授予其的 0.50 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公司董事会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
量进行了调整，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64 名调整为 63 名，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 170 万股调整为 169.50 万股。 董事会确定以 2019 年
1 月 10 日为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6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9.5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梦百合家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权益调整和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5、2019 年 12 月 24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有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9.55 元/股调整
为 7.0385 元/股，首次授予总量由 169.50 万股调整为 220.35 万股，预留授予总量由
30 万股调整为 39 万股。

根据《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首次授予权
益的激励对象陈同军、刘东琴、宗磊、刘涛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前述
4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9.1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
格为 7.0385 元/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确定以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为预留权益授予日，授予 27 名激励对象
33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
对调整、回购注销、预留授予事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有
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第一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国浩
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有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二、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
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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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
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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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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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对象未发生
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不低于 36亿元，且净利润不低
于 3.6亿元。

2019年公司营业
收入为 38.31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73亿元，满
足当期解除限售
条件。

4

个人所在组织及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个人绩效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80%
（C）合格 60%
（D）不合格 0%

除 3 名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等
级为（B）良好，解
除 限 售 比 例 为
80%， 其余 56 名
激励对象年度绩
效考核均满足当
期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的条
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三、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9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629,07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18%。（按照 2020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数据计算
所得）。

单位：股

序号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吴晓红 董事、副总裁 78,000 23,400 30%
2 张红建 董事、副总裁 78,000 23,400 30%
3 纪建龙 董事 78,000 23,400 30%
4 王震 董事、副总裁 130,000 39,000 30%
5 崔慧明 副总裁 104,000 31,200 30%

6 付冬情 董事会秘书、代理
财务总监 65,000 19,500 30%

二 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共

计 53人） 1,579,500 469,170 29.70%

合计（59人） 2,112,500 629,070 29.78%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0 年 5 月 19 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629,070 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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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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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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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注】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42,500 -629,070 1,813,4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8,748,347 629,070 339,377,417
总计 341,190,847 0 341,190,847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股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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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
1、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根据公司和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梦百合为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 59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 629,07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符合本次激励
计划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事项的核查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有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一次解除限售暨股份上市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金龙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或“上市公司”）2018 年度非公开 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保荐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开展金龙汽
车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为 2020 年 2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4 月 29 日，金龙汽车公告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且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
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兴业证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0 年 5 月 9 日对金龙汽
车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现将本次专项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0 年 5 月 9 日对金龙汽车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人员为黄实彪、吕文君。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结合金龙汽车的实际情况，现场检查人员与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及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并要求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和资料，了解
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对 2020 年第一季度金龙汽车净
利润为负及下滑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一、营业总收入 202,583.78 296,726.73 -94,142.95 -31.73%
其中：营业收入 202,583.78 296,726.73 -94,142.95 -31.73%
二、营业总成本 232,242.65 308,296.17 -76,053.53 -24.67%
其中：营业成本 193,381.42 264,258.27 -70,876.85 -26.82%
税金及附加 1,884.03 1,751.36 132.68 7.58%
销售费用 15,072.10 13,767.98 1,304.12 9.47%
管理费用 9,310.47 10,661.91 -1,351.44 -12.68%
研发费用 13,538.14 11,565.81 1,972.34 17.05%
财务费用 -943.52 6,290.85 -7,234.37 -115.00%
加：其他收益 4,104.56 1,683.83 2,420.73 143.76%
投资收益 1,008.23 4,924.91 -3,916.68 -79.5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623.84 671.95 -2,295.79 -341.6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2,310.87 2,774.20 -5,085.07 -183.3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31.78 -1.60 -30.18 -1,885.8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28,512.57 -1,516.15 -26,996.41 -1,780.59%

四、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8,300.41 -1,548.07 -26,752.35 -1,728.1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28,311.19 -1,584.40 -26,726.79 -1,686.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87.69 827.64 -23,315.33 -2,817.08%
三、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1、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营业收入下降
2020 年 1 月以来，国内外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金龙汽车国内外市场

的开拓，以及生产制造、订单交付等环节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金龙汽车客车销量
较 2019 年一季度同比下降 26.58%。 其中单价较高的大中型客车销量较 2019 年一

季度同比下降 44.38%，导致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收入下滑、单车固定成本提
高，从而营业利润下滑。

2、信用减值损失较 2019 年同期有所增加
2020 年第一季度，因部分应收账款账龄相对 2019 年同期增长，相应账龄组合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 同时，2019 年第一季度，金龙汽车存在对部分符合条件的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予以转回的情形。 因此，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的信用减值
损失较 2019 年同期有所增长。

3、投资收益较 2019 年同期有所减少
2019 年第一季度， 金龙汽车因对外转让子公司厦门福龙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取得投资收益 4,673.47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无该项投资收益， 导致
2020 年第一季度投资收益较 2019 年同期有所减少。

4、汇率波动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财务费用
因海外销售业务面临较大汇率波动风险，为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金龙

汽车使用远期外汇金融工具控制汇率风险。 鉴于 2020 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汇率波动
较大，受汇率波动影响，导致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允价值动收益为负，较 2019 年同
期有所下降。

但同时，受汇率波动影响，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实现汇兑收益，相对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出现的汇兑损失， 金龙汽车 2020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费用比 2019
年同期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相较于 2019 年同期，汇率波动未对金龙汽车 2020 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经营策略， 加强经

营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
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五、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保荐机构需要对

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或者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滑 50%以上情形进行专项现场
检查，现场检查报告应当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除此之外，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金龙汽车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针对本次专项现场检查，上市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部

门和人员，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
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七、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50%以

上且净利润为负主要是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和投资收益变动
等因素影响。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金龙汽车已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提示“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净
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的程度暂无法预测。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并督促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

保荐代表人 ：
黄实彪 李蔚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3 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CC33552020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四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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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435 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074,30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94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俞国燕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0 0.0000 132,100 0.1129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0 0.0000 132,100 0.1129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0 0.0000 132,100 0.1129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0 0.0000 132,100 0.1129

5、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132,100 0.112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132,100 0.112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132,100 0.112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128,000 0.1093 4,100 0.0036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 2020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128,000 0.1093 4,100 0.0036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42,209 99.8871 128,000 0.1093 4,100 0.00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3,543,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3,175,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23,709 62.8733 132,100 37.1267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800 48.1012 4,100 51.8988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19,909 63.2087 128,000 36.7913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一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223,709 62.8733 132,100 37.1267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223,709 62.8733 132,100 37.1267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23,709 62.8733 128,000 35.9743 4,100 1.1524

1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223,709 62.8733 128,000 35.9743 4,100 1.152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 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持股表决情况。
2、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晓清 张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4 日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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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以下简称“东里镇中心”）持有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603,43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3%。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发布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东里镇中心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27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0%，其中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090,000 股， 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8,180,000 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 东里
镇中心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45,000 股，数量过半，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50%。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里镇中心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8,996,422 7.08% 非公开发行取得：

28,996,42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东里镇中心 2,045,00
0 0.50%2020/2/17 ～

2020/5/13
集中竞价交
易

25.80 -
30.83

58,928,05
2.13

20,603,4
34 5.0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东里镇中心非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与持续经营。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相关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 价格的不确
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 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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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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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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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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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木栋持有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9,262,1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055%。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 刘木栋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4,090,000 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刘
木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089,97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91%。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木栋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9,038,211 7.09% 协议转让取得：29,038,211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刘木栋 4,089,9
73

0.9991
%

2020/1/2～
2020/5/13

集中
竞价
交易

14.59－
32.24

83,686,8
06 已完成 19,262,1

81 4.705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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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20 号公司 11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015,5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9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作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余兵、秦顺东因事不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董建忠因事不能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7、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80,559 98.8649 61,641 0.8730 18,500 0.262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97,087 99.9890 0 0.0000 18,500 0.01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61,954,8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6,389,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653,054 97.2451 0 0.0000 18,500 2.7549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72,841 79.7462 0 0.0000 18,500 20.2538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580,2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042,200 99.7379 0 0.0000 18,500 0.2621

8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980,559 98.8649 61,641 0.8730 18,500 0.2621

9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042,200 99.7379 0 0.0000 18,500 0.2621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7,042,200 99.7379 0 0.0000 18,500 0.262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6、10 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2/3 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第 8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王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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