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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延长部分股份限售期限承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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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 4 月 2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13]301 号

《关于核准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新海宜”）向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

网系统”）和李红兵、范圣夫、毛真福、成宏、蓝红雨、李威、王福军、席肖敏、

张浩、费世强、简浩、屠海威等 12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

合计发行 19,100,000 股股份购买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易软技术”）26.3669%股权。上述 19,100,000 股股份已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并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4 年 6 月，公司对全体股东实施了配股，每 10 股配 3 股，易网系统和李

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参加了本次配股后股份合计增至 24,829,998 股（可认购数量

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

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经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实施完毕。

经前述事宜，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增至

29,795,997 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易网系统和毛真福、范圣夫、成宏、蓝红雨、席肖敏、张浩、

费世强、简浩、屠海威等 9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毛真福等 9 名自然人”）出具

的承诺函，基于对公司企业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易网系统和毛

真福等 9 名自然人自愿将其所持有的上述新海宜股份中的 60%自 2016 年 5 月 29

日限售期满后继续锁定三年，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为止解除限售。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一）追加股东基本情况 

1、易网系统： 

股东全称：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市高新区深圳软件园 2 号楼 201、202 室 

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兰红兵 

经营范围：计算机硬件维护（仅限上门服务） 

注：易网系统实际控制人兰红兵为新海宜董事。 

2、毛真福、范圣夫、成宏、蓝红雨、席肖敏、张浩、费世强、简浩、屠海

威等 9 名自然人中，除毛真福为新海宜董事外，其余自然人均未在新海宜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二）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全称 股份类别 
所持股份总数 

（股） 

占 总 股

本比例 
备注 

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

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40,574 1.5335%  

成宏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83,528 0.3759%  

范圣夫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44,628 0.5012%  

费世强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108 0.0125%  

简浩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108 0.0125%  

蓝红雨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62,952 0.3583%  

毛真福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44,629 0.5012%  

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 0.0007% *注 1 

屠海威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108 0.0125%  

席肖敏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6,660 0.0752%  



张浩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108 0.0125%  

合计 23,342,403 3.3960%  

*注1：毛真福为公司董事，持有5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为2015年7月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时买入，

毛真福承诺在增持完成后（2015年7月15日）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上述

5000股股份限售期已届满。 

注2：其余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原限售截止日为2016年5月29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申请

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注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相关业务流程，上市公司需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上

市流通日（T日）的T-5日前提交相关申请。 

（三）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无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1、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原限售期安排 

向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即 2013 年 5 月 29 日）起三十六个月；若深圳易软技术 2015 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所持

股份的限售期届满之日，则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的限售股份在深圳

易软技术 2015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前不得转让。 

毛真福和兰红兵为新海宜董事，上述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按照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股票变动规定执行；由于易网系统实际控制人兰红兵为新

海宜董事，上述锁定期结束后易网系统每年转让的新海宜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总数

的 25%，所持股份可分四年转让完。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未发现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 

（二）交易对方关于深圳易软技术未来业绩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业绩承诺相关情况 

（1）业绩承诺 



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保证深圳易软技术对应的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4,191.22 万元、5,851.19 万元、7,758.44 万元。 

（2）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 

深圳易软技术在承诺年度实际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股份补偿义务

人易网系统和李红兵、范圣夫、毛真福、成宏、蓝红雨、李威、王福军、席肖敏、

张浩、费世强、简浩、屠海威等 12 名自然人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即上

市公司应在其年度报告披露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股份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股份补偿义务人易网系统和李红兵、范圣夫、毛真福、成宏、蓝红雨、李威、

王福军、席肖敏、张浩、费世强、简浩、屠海威等 12 名自然人将于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新海

宜以一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深圳易软技术 26.3669%股权

交易价格÷向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

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股份补偿义务人易网系统和李红兵、范圣夫、毛真福、

成宏、蓝红雨、李威、王福军、席肖敏、张浩、费世强、简浩、屠海威等 12 名

自然人按各自所持深圳易软技术股权的比例计算相应的补偿股份数；如果计算结

果存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整。 

（3）股份补偿不足时的额外现金补偿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本次认

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部分由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以现金方式

进行额外补偿。上市公司应在深圳易软技术公司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书面通知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向上市公司支付其当年应补偿



的现金。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现

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上市公司。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当

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深圳易软技术 26.3669%股

权交易价格]－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本次认购股份总数×向易网系统

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深圳易软技术股权的

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的现金数。 

（4）减值测试及股份补偿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新海宜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

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向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发

行股票的价格+现金补偿金额，则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应向上市公司

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向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现金补偿金额）/向

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

然人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5）股份补偿数量及补偿股份的调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因本次发行而

获得的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假如新海宜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

送股分配的，则“向易网系统和李红兵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已

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2、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深圳易软技术对应的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362.50万元、5,867.48万元、8,827.04

万元。交易对方三年均完成了关于深圳易软技术的业绩承诺。 



公司已于2016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会专字[2016]0552号）。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深圳易软技术100%的股权评估值为779,390,000.00元，相应

的深圳易软技术26.3669%股权评估值为205,500,981.91元，对比本次交易的价格 

150,126,115.00 元，没有发生减值。 

三、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股东延长部分股份限售期限承诺的主要内容 

根据易网系统和毛真福等 9名自然人出具的承诺，前述股东自愿将所持有的

新海宜有限售条件股份中的 60%继续延长锁定 3年，至 2019年 5月 29日解除限

售，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追加

承诺

股份

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锁

定期限

（年） 

延长锁定

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设定的最

低减持价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易网 

系统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6,324,345 0.9201% 

2016 年

5 月 29

日 

3 
2019 年 

5 月 29 日 
无 

成宏 1,550,117 0.2255% 

范圣夫 2,066,777 0.3007% 

费世强 51,665 0.0075% 

简浩 51,665 0.0075% 

蓝红雨 1,477,771 0.2150% 

毛真福 2,066,777 0.3007% 

屠海威 51,665 0.0075% 

席肖敏 309,996 0.0451% 

张浩 51,665 0.0075% 

合计 14,002,443 2.0372% 

注：由于易网系统的实际控制人是新海宜的董事，兰红兵先生在担任新海宜董事期间，每年出售的股

份不超过 25%，后续 6,324,345 股股份需分三年解除限售，即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可解除限售 2,108,115 股，

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可解除限售 2,108,115 股，至 2021 年 5 月 29 日可解除全部剩余锁定股份即 2,108,115

股。 

http://www.cninfo.com.cn/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上述相关股

份数量作相应调整。若上述股东在锁定期间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减持股份

所得全部上缴公司。 

四、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

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

任。 

五、备查文件 

1、易网系统和毛真福等 9 名自然人关于相关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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