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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刊登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庄小红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 直接持公司股份
198,439,65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8816%注 1）的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计划以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6,56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 自本减持计划
将于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实施， 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
则不减持。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5）。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6）。

截止 2020 年 6 月 23 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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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
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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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及上述股东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届
满的告知函》，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减持情况
1.�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注 1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19/12/26 8.36 1,650,000 0.2485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19/12/26 9.29 4,976,610 0.7494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1/14 11.69 1,796,400 0.2705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1/15 11.60 1,811,747 0.2728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1/16 11.60 1,163,492 0.1752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1/16 11.60 1,883,473 0.2836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15 7.94 1,200,000 0.1807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19 7.77 1,500,000 0.2259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22 7.88 1,000,000 0.1506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23 8.30 4,600,000 0.6927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23 8.30 800,000 0.1205

合计 22,381,722 3.3703

注 1： 公司总股本按照公司 2019 年 11 月 7 日可转债转股后的总股本
664,086,121 股。

截止本公告日，庄小红女士减持计划届满，已减持公司股份 22,381,72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3703%，占拟减持股份总额（拟减持股数的上限）的 84.26%，减持后庄
小红仍持有公司股份 176,057,9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953%注 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注 2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注 2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庄小红
合计持有股份 198,439,650 28.74% 176,057,928 25.50%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98,439,650 28.74% 176,057,928 25.50%

注 2：公司总股本按照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90,549,838 股。
二、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庄小红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及计划减持时所做承诺如下：
（1）自中装建设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中装建设的股份， 也不要求中装建设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
公司股份。 如中装建设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收盘价的计算方法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中
装建设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本人作为持有中装建设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股份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以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中装建设的部分股
票。 其中，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数量
的 50%，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转让价格的计
算方法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本人在转让所持中装
建设股票时，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通过中装建设公告。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且
保证不会因控股地位、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 如本人未能履行上
述承诺，则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中装建设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自违约之日起将应得的

现金分红及薪酬由中装建设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本人未履行
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直至本人履行承诺或依法弥补完上市公
司、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2）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自愿承诺：自本人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即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28 日止），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
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新增的股份。

（3）在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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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截止目前，庄小红女士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的各项承诺，未发生减
持的情况及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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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未作出过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3、本次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一致。
4、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庄小红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121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减持计划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公司”）于近日收
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 1%的通知，现将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 9,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03%）注 1。
现将相关减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注 1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15 7.94 1,200,000 0.1807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19 7.77 1,500,000 0.2259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22 7.88 1,000,000 0.1506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23 8.3 4,600,000 0.6927

庄小红 大宗交易 2020/6/23 8.3 800,000 0.1205

合计 9,100,000 1.3703
注 1： 公司总股本按照公司 2019 年 11 月 7 日可转债转股后的总股本

664,086,121 股。
截止本公告日，庄小红女士减持计划届满，已减持公司股份 22,381,72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3703%，占拟减持股份总额（拟减持股数的上限）的 84.26%，减持后庄

小红仍持有公司股份 176,057,9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953%注 2。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注 2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注 2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庄小红
合计持有股份 198,439,650 28.74% 176,057,928 25.50%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98,439,650 28.74% 176,057,928 25.50%

注 2：公司总股本按照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90,549,838 股。
三、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庄小红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及计划减持时所做承诺如下：
（1）自中装建设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中装建设的股份， 也不要求中装建设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
公司股份。 如中装建设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收盘价的计算方法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中
装建设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本人作为持有中装建设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股份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以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中装建设的部分股
票。 其中，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数量
的 50%，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转让价格的计
算方法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本人在转让所持中装
建设股票时，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通过中装建设公告。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且
保证不会因控股地位、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 如本人未能履行上
述承诺，则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中装建设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自违约之日起将应得的
现金分红及薪酬由中装建设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本人未履行
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直至本人履行承诺或依法弥补完上市公
司、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2）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自愿承诺：自本人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即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28 日止），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
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新增的股份。

（3）在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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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截止目前，庄小红女士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的各项承诺，未发生减
持的情况及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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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未作出过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3、本次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一致。
4、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庄小红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120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晋民终 36 号、（2020）晋民终

37 号、（2020）晋民终 38 号、（2020）晋民终 39 号、（2020）晋民终 40 号、（2020）晋民终
41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22 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22 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97、2018-102、
2018-114、2018-120、2019-02、2019-09、2019-019、2019-021、2019-023、2019-028、
2019-029、2019-030、2019-030、2019-038、2019-039、2019-041、2019-042、2019-044、
2019-045、2019-047、2019-048、2019-049、2020-08、2020-018、2020-019、2020-028、
2020-030、2020-031、2020-033、2020-034）。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1、关于（2020）晋民终 36 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671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
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关于（2020）晋民终 37 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669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
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关于（2020）晋民终 38 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822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关于（2020）晋民终 39 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718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718 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李扬的其他诉讼请求；变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718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李扬投资损失人民币 125,256.68 元。

5、关于（2020）晋民终 40 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668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
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关于（2020）晋民终 41 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

674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
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公司将承担共计 219,372.26 元赔付义务，并承担相应案

件受理费用。 依据公司对该类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公司预计本次及以往公告
的该类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2020）晋民终 36 号、（2020）晋民终 37 号、（2020）晋民终 38 号、（2020）晋民终

39 号、（2020）晋民终 40 号、（2020）晋民终 41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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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相继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20）晋 01� 民

初 342 号、（2020）晋 01� 民初 345 号、（2020）晋 01� 民初 355 号、（2020）晋 01� 民初
407 号、（2020） 晋 01� 民初 408 号、（2020） 晋 01� 民初 421 号、（2020） 晋 01� 民初
422 号、（2020） 晋 01� 民初 474 号、（2020） 晋 01� 民初 490 号、（2020） 晋 01� 民初
491 号、（2020） 晋 01� 民初 492 号、（2020） 晋 01� 民初 493 号、（2020） 晋 01� 民初
494 号、（2020）晋 01� 民初 495 号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合计 14 起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祖莉莉、于树峰、李许、陆婷、马世春、武江鹏、陈翔、杨晟、姚斌、王达、贾

尧夫、李瑞清、钱霄云、钱武廷。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祖莉莉、 于树峰等 14 人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

448,731.43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3、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使其受到投资损失 ,原告购买股票的时
间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 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的判决或裁

定，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1� 民初 342 号、（2020）晋 01� 民初 345 号、

（2020）晋 01� 民初 355 号、（2020）晋 01� 民初 407 号、（2020）晋 01� 民初 408 号、
（2020）晋 01� 民初 421 号、（2020）晋 01� 民初 422 号、（2020）晋 01� 民初 474 号、
（2020）晋 01� 民初 490 号、（2020）晋 01� 民初 491 号、（2020）晋 01� 民初 492 号、
（2020）晋 01� 民初 493 号、（2020）晋 01� 民初 494 号、（2020）晋 01� 民初 495 号应
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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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继续展期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
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委托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华澳?臻智 74
号 - 力盛赛车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或“本计
划”）对本次持股计划进行管理，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取得并持有
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2、2017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累计购

入公司股票 938,800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约 1.49%， 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 41.494
元 / 股。 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 2017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7 日。

3、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 以当时公司总股本
63,1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员工
持股计划的持股数量由 938,800 股调整为 1,877,600 股。

4、2019 年 6 月 25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 同意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展期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同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

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出售任何股票。 仍持有公司股
票 1,877,600 股，持股比例约为 1.49%；也未存在员工持股计划累计持有公司股票数
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0%及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对应的公司股票
数量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的情形。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情况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24 个月，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 即为 2017 年 8 月 28 日至 2019 年 8 月
27 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 2 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1/2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
延长。

在上述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到期前，根据 2019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结果， 将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

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到期，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0 年持有人第一次会议，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持有人会议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长
一年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
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在存续期内，如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如延长期满前仍未出售股票，可在延长期满前再次召开
持有人会议和董事会，审议后续相关事宜。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0 年持有人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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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 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2 楼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以电
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其中董事曹传德、顾国强、顾晓
江、裴永乐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夏青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

期即将届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维护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利益，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 年，即展期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存续期内，如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24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24 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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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伟业”）于 2020 年 6 月 5 日与北京龙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晟”）、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庞增”）分别签署了《股份协议转让书》，科华伟业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7,151,02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分别协议转让给北京龙晟 13,575,51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上海庞增 13,575,51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41）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等相关公告。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0 年 6 月 23 日， 公司收到科华伟业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协议
转让事宜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2 日，股份性质为无
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科华伟业 86,143,249 31.73% 58,992,225 21.73%
北京龙晟 0 0.00% 13,575,512 5.00%

添益 3号基金① 0 0.00% 13,575,512 5.00%

①注：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庞增添益 3 号私募投资基金”（简称“添益 3 号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表
添益 3 号基金与科华伟业签署了《股份协议转让书》， 因此该过入方名称为添益 3
号基金。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科华伟业持有公司 58,992,22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由 31.73%下降至 21.73%， 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其一致行动人陈成辉先
生（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总裁）持有公司 46,307,72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7.06%。 科华伟业及陈成辉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105,299,945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78%。 北京龙晟和添益 3 号基金分别持有公司 13,575,51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5.00%，均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并列公司第四大股东。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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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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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伟业”）的通知，获悉科华伟业将其所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份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用途

科华
伟业 是 8,500,000 14.41% 3.13% 2020年 6

月 22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

合计 - 8,500,000 14.41% 3.13%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科华伟业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成辉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科华

伟业的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科华伟业 58,992,225 21.73% 42,500,000 72.04% 15.65% 0 0 0 0
陈成辉 46,307,720 17.06% 27,999,999 60.47% 10.31% 0 0 0 0
合计 105,299,945 38.78% 70,499,999 66.95% 25.97% 0 0 0 0

3、截至本公告日，科华伟业资信情况良好，科华伟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
的资金偿还能力,� 质押股份风险可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0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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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