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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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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2016年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759号文核准公

司发行的股份，股份登记上市初始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股东3名，均为法人股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

量为62,315,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12%；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62,315,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1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股份”或“公司”），2016年11

月23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常熟市新华化工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759号）

核准，公司向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化工”）、深圳市兴创源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创源投资”）、常熟市新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昊投资”）等3名交易对方共计发行178,044,995股份，购买其持有标的公司

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材料”）100%股权，其中，85%的

交易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15%的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 

上述股份已于2016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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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于2016年12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股） 比例 

新华化工 89,556,633 19.81% 



兴创源投资 53,413,498 11.81% 

新昊投资 35,074,864 7.76% 

合计 178,044,995 39.38% 

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本变更为452,179,983股。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股

本未发生变化。 

2017年 12月 22日，根据新华化工、兴创源投资、新昊投资出具的《股份

锁定承诺》及 2017 年新泰材料业绩实现情况，新华化工、兴创源投资、新昊投

资持有公司的限售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12%）已申请解除限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份锁定承诺 

交易对方

（新华化

工、兴创

源投资、

新 昊 投

资） 

自取得天际股份本次向本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的锁定期届满后，本

公司取得天际股份本次向本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按照本公司

股份解除锁定的进度不得先于业绩承诺实际完成进度的原则

进行分批解锁，具体安排如下： 

1.自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的锁定期届满且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

业绩承诺实现后，本公司的解禁比例不得超过因本次交易持有

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12%；如实际未完成第一年业绩承诺的，

本公司所持股份不予解除锁定。 

2.自上市首日起 24 个月的锁定期届满且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

和第二年累计业绩承诺实现后，本公司的累计解禁比例不得超

过因本次交易持有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47%；如实际未完成第

一年和第二年累计业绩承诺的，本公司所持股份不予解除锁

定。 

3.自上市首日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届满和三年累计业绩承诺实

现且根据目标公司减值测试报告无需进行资产减值补偿情形

的，本公司持有的剩余锁定股份可全部解禁；如发生业绩补偿

或资产减值补偿情形，在确定本公司应向天际股份承担的应补

偿金额后，扣除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后的剩余股份可全

部解禁。 

如违反上述承诺的，本公司将自愿转让天际股份股票所得全部

上缴给天际股份，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交易对方

（新华化

工、兴创

源投资、

新 昊 投

资） 

本公司在持有持有天际股份股票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

包、租赁经营等）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对天际股份的生产经营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

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以公平、公允的价格，

在适当时机将该等业务注入天际股份，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

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天际股份造成的损失。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

（新华化

工、兴创

源投资、

新 昊 投

资） 

在持有天际股份股票期间，本公司将尽量避免、减少与天际股

份发生关联交易。如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

的，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

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确保交易价格公允，

并予以充分、及时地披露。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

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天际股份造成的

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关于不谋求控

制权的承诺 

新 华 化

工、新昊

投资 

1、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不会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谋求天际

股份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地位；除相关法律法规所认定的法

定一致行动关系外，承诺人不会谋求或采取与天际股份其他股

东一致行动或通过协议等其他安排，与天际股份的其他股东共

同扩大承诺人所能支配的天际股份表决权的数量；不会与任何

第三方签署可能导致承诺人成为天际股份第一大股东或控股

股东的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 

2、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如果向天际股份推荐董事的，则

推荐董事的人数将不超过一名，不会利用股东地位谋求对天际

股份董事会的控制权。 

关于不谋求上

市公司控制权

的补充承诺函 

新 华 化

工、新昊

投资 

承诺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不通过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主

动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即保证不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方式主动谋求控制权： 

1.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通过承诺人的关联方直接或

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但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送红股等非承诺人单方意愿形成的被动增持除外）； 

2.通过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安排等方式变相获得上市

公司表决权； 

3、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承诺人将放弃因本次交易取

得的天际股份总股本 5%对应的股份之表决权。（本条“天际股

份总股本 5%对应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天际股份总股本×

5%，计算尾差不足一股的部分按照一股计算）； 

4.除本次交易方案约定外，在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期间，承诺人不会谋求或采取任何措施主动控制上

市公司的董事会； 

5.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扩大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影响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承诺人应按上市公司要求予以减持，且减持完成

前不得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关于拟向广东

天际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推荐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的说明 

新 华 化

工、新昊

投资 

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华化工、新昊投资拟共同向天际股

份推选 1 名董事候选人作为第三届董事会的成员，且不向天际

股份推选任何监事候选人作为第三届监事会的成员；如该名董

事候选人当选为天际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的董事，则该名董事拟

向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推荐 1 名新泰材料的管理层成员作为天

际股份的副总经理，并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聘任。 

2、如本次交易在天际股份 2017 年 6 月董事会、监事会、高级

管理人员换届选举之前完成，新华化工、新昊投资将在天际股

份 2017 年 6 月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时行

使上述第一项内容的安排。 

3、如本次交易在天际股份 2017 年 6 月董事会、监事会、高级

管理人员换届选举之后完成，新华化工、新昊投资将在天际股

份 2017 年 6 月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之后

向天际股份行使上述第一项内容的安排。 

兴创源投

资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兴创源投资承诺不向天际股份推选任何董

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且不向天际股份提请聘请任何高级管

理人员。 

上述承诺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东天际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承诺一致，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业绩承诺及利润完成情况 

1、业绩承诺 

新华化工、兴创源投资、新昊投资等 3 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盈利补偿期内交易对方对于目标公司的业绩承诺为 2016 年

18,700万元、2017年为 24,000 万元、2018年为 24,800万元，累计承诺净利润

为 67,500 万元。盈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低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承诺以股份或者现金的方式补偿上市公司。 

2、利润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8]001573

号），新泰材料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两年累计数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1、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 42,700.00  24,000.00 18,700.00 

2、实现净利润金额（未计提超额奖励） 45,033.03  15,901.76 29,131.27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571.44  534.58 36.86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 44,461.59  15,367.18 29,094.41 

4、超额完成金额 1,761.59  -8,632.82 10,394.41 

5、超额完成实现率 4.13% -35.97% 55.59% 

新泰材料 2016年、2017年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了收购时原股东所作

的业绩承诺。根据上述承诺人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至 2018年 12月 21日股

份锁定期已满 24 个月，新华化工、兴创源投资、新昊投资持有公司的部分限售

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35%）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2,315,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12%；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62,315,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1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三名法人股东，分别为常熟市新华化工

有限公司、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常熟市新昊投资有限公司。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份数量 

占其持

有公司

股份总

数比例 

解除限

售股份

占总股

本比例 

质押股份

数量（股） 

1 
新华 

化工 
   78,809,838   31,344,822   31,344,822  35.00% 6.93% 68,798,800 

2 
兴创源

投资 
   47,003,879   18,694,724   18,694,724  35.00% 4.13% 45,000,000 

3 
新昊 

投资 
   30,865,881   12,276,202   12,276,202  35.00% 2.71% 16,162,400 

合      计   156,679,598   62,315,748   62,315,748   13.78% 129,961,200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326,392,363  72.18% 264,076,615 58.40% 

高管锁定股 0.00 -- 0.00 -- 

首发后限售股 190,814,586  42.20% 128,498,838 28.42% 



首发前限售股 135,577,777  29.98% 135,577,777 29.9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125,787,620  27.82% 188,103,368 41.60% 

三、总股本 452,179,983  100.00% 452,179,983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