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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洋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40,951,0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66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5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限售股份来源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南洋

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百荣明泰资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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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号）核准，公司向百荣明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山南华安信立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南融安信和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南融诚服务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南天

网信和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明泰资本等 6家机构”）及

章征宇、鲍晓磊、卞炜明、陈宝雯、陈方方、陈耀、郭熙泠、江建平、景鸿理、

李雪莹、梁新民、刘辉、刘蕾杰、满林松、孙嫣、王文华、王勇、吴亚飚、姚崎、

于海波、张晓光（以下简称“章征宇等 21位自然人”）以发行股份 418,085,467

股及支付现金 207,937.99 万元的方式购买北京天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

更名为“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融信”）100%股权。上述股

票上市日为 2017 年 1 月 24 日，自上市之日起限售期为 12 个月。上述股票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928,345,467 股。 

此外，南洋股份向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 9家机构非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12,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新股数量为

218,556,698 股，上市日为 2017 年 2月 21日，自上市之日起限售期为 36个月。

增发后公司总股本为 1,146,902,165 股。 

根据公司 2019 年 2 月 18 日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 2019 年 3 月

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授予 943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合计

29,750,920 股，其中 18,169,800 股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 A股普通股股

票，其余 11,581,120股为采用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的方式授予激励对象。

截至 2019 年 3月 19日，公司已经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该等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总股本由 1,146,902,165 股

变更为 1,158,483,285股。 

（二）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1、根据天融信原股东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和天融信业绩达成情况，2018

年 1 月 24 日，满足第一期股份解除限售条件。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已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解除限售股份 115,075,388 股，占公司截止 2018 年 1 月

24 日总股本的 10.033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4）； 

2、根据天融信原股东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和天融信业绩达成情况，2018

年 5 月 14 日，满足第二期股份解除限售条件。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已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解除限售股份 162,059,055 股，占公司截止 2018 年 5 月

14 日总股本的 14.130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各项承诺具体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明泰资本 关于资产权属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依法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等6家机构

及章征宇

等 21 位自

然人 

的承诺 持有天融信股份股权，对于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所持

该等股权，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确认，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本人已经依法履行对天融信股份的出资义务，不存

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

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天融信股份合

法存续的情况。 

二、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持有的天融信股份的股权均

为实际合法拥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

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

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 

明泰资本

等6家机构

及章征宇

等 21 位自

然人 

股份限售承诺 

天融信股份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南洋股份新增股份

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12 个月届满之日不得以任何

方式进行转让。12 个月法定锁定期限届满后，天融信股份全

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南洋股份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

分期解锁： 

（1）对于天融信股份管理层股东和持股平台 

于海波等 12 名在天融信股份担任管理层职位的股东及华安

信立、天网信和、融安信和、融诚服务四个天融信股份员工

持股平台在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解锁方式为： 

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就 2016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

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20%扣减前述因履行 2016 年

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

解除锁定； 

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就 2017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

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35%扣减前述因履行 2017 年

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解除锁定； 

第三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就 2018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

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

定。 

（2）天融信股份的其他股东 

对于除管理层股东、持股平台外的其他天融信股份股东，在

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增股份的解锁方式为： 

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就 2016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

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30%扣减前述因履行 2016 年

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

解除锁定； 

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就 2017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

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40%扣减前述因履行 2017 年

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

解除锁定； 

第三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就 2018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

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

定。 

在《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期内，如果天融信股份当年

累积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业绩补偿协议》中，“扣非

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天融信股份的税后

净利润）不足天融信股份的全体股东对应承诺的累积应实现

扣非净利润的 50%，则天融信股份的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中

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除锁定部分延长至新增股份上市之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日起满 36 个月后方可解除锁定。 

明泰资本

等6家机构

及章征宇

等 21 位自

然人 

关于提供信息

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的

声明与承诺 

一、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组

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

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

证言等），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

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

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

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

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三、如本次重组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本人将暂停转让本合伙企业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章征宇 其他承诺 

1、本人知悉，南洋股份董事会拟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从天融信

股份董事和核心管理人员中合计提名 2 名人选作为南洋股份

董事候选人。 

2、本人承诺，自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南洋股份新增股份之日

起 36 个月内，如南洋股份董事会已从天融信股份董事和核心

管理人员中合计提名 2 名人选作为南洋股份董事候选人，本

人将不再另行提名南洋股份董事候选人。 

百荣明泰 其他承诺 1、本公司知悉，南洋股份董事会拟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从天融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信股份董事和核心管理人员中合计提名 2 名人选作为南洋股

份董事候选人。 

2、本公司承诺，自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南洋股份新增股份

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南洋股份董事会已从天融信股份董事和

核心管理人员中合计提名 2 名人选作为南洋股份董事候选

人，本公司将不再另行提名南洋股份董事候选人。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天融信股

份租赁物业相

关事项的确认

及承诺 

1. 本公司知悉，截至 2016 年 8 月 2 日，天融信股份（包括

天融信股份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下同）共租赁 48 处物业，

其中 2 处已办理租赁登记备案，46处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 

2. 如天融信股份因部分物业未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事项

或其他与租赁物业相关的事项导致天融信股份或上市公司遭

受经济损失的，明泰资本将就天融信股份或上市公司实际遭

受的经济损失向天融信股份或上市公司进行全额现金补偿。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本次重组前，天融信股份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

财务等方面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天融信股份

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作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期

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

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

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的独立性。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

投资或新设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二、在作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如本公司

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公

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以避免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争，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作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

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

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批

准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

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傲天动联

借款事项的承

诺 

明泰资本将督促天融信股份在 2016年 12 月 31日之前（含当

日）收回借款全部本金及利息。如天融信股份未能于 2016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当日）收回借款全部本金及利息，明泰

资本将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向天融信股份收购借款对应的

债权（即傲天动联届时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

息），收购价格按届时傲天动联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

及逾期利息全额计算。明泰资本保证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

前全额支付前述收购价款，如届时本次交易尚未实施完毕的，

则明泰资本将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15 个工作日内全额支

付前述收购价款。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终

止收购傲天动

联事项的承诺 

明泰资本将督促天融信股份及时解决终止收购傲天动联事

项，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如未来天融信股份或南洋股份因

上述傲天动联股权收购/终止收购事宜而遭受任何损失的（该

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天融信股份或南洋股份就前述事宜实际

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因该等事项发生的诉讼仲裁费用、

律师费以及天融信股份未来需要继续履行收购义务所需支付

的现金对价以及南洋股份因此遭受的股份稀释损失），明泰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资本将于该等损失发生后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向天融

信股份或南洋股份进行全额补偿（其中南洋股份遭受的股份

稀释损失=届时天融信股份需要向傲天动联相关股东增发的

股份数/天融信股份增发后的股本总额×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总价）。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不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

承诺 

一、自本次重组南洋股份向明泰资本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至

明泰资本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明泰资本不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前述第一项所述增持，包括但不限于在二级市场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认购上市公司新增股

份、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形成一致关系

或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明泰资本所能支配或控制的表决权比例

等情形，但不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导致本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增加的情形，亦不包括因

上市公司注销回购股份、减少股本导致本公司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比例提高的情形。 

百荣明泰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不谋求控

制权的承诺 

自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至本公司

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通过任何方式主动谋求对上

市公司的控制地位。 

明泰资本

等6家机构

及章征宇

等 21 位自

然人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天融信原全体股东承诺天融信合并报表中 2016 年度扣非净

利润不低于 28,800 万元，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扣非净利润

累积不低于 67,500 万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扣非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117,900 万元；同时承诺天融信合并

报表中 2016年度净利润（注：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下同）

不低于 30,500 万元、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

于 71,500 万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

积不低于 125,500 万元。 

具体补偿方式详见《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二、业绩补偿协议”。 

注：上表中“百荣明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上市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符合条件的说明 

（一）业绩承诺及利润完成情况 

1.业绩承诺 

根据本公司与明泰资本等 6 家机构及章征宇等 21 位自然人签署的《业绩补

偿协议》，天融信原全体股东承诺天融信合并报表中 2016 年度扣非净利润不低

于 28,800 万元，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扣非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67,500 万

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扣非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117,900 万

元；同时承诺天融信合并报表中 2016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0,500 万元、2016 年度

和 2017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71,500 万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125,500 万元。 

2.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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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3938 号），2016 年度、2017 年度

和 2018 年度天融信净利润累积数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积数列示如

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 

截止 2018 年累积承诺数 125,500.00 117,900.00 

截止 2018 年累积实际完成数 126,742.82 118,929.16 

截止 2018 年累积实现率 100.99% 100.87% 

天融信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积数及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累积数超过了收购时原全体股东所作的业绩承诺。 



（二）限售期及解锁条件约定情况 

根据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至 2018 年 1 月

23日股份限售期已满 12个月。根据股东性质和业绩达成情况，分期分比例解锁，

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符合。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5月 15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40，951，0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669%。 

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股东 27 名。其中，法人股东 6 名，自然人股东

21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天融信原管理层股东和持股平台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股） 

2017 年初始

取得限售股

份总数（股） 

2017年初始取

得限售股份中

尚未解锁的剩

余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备注 

1 于海波 13,646,635 18,195,513 8,187,982  8,187,982  

现任公司副

董事长、副总

经理，所持限

售股份处于

质押状态的

股份数为

3,500,000股 

2 吴亚飚 3,887,978 7,751,061 3,487,978  3,487,978  - 

3 满林松 1,392,668 3,094,814 1,392,668  1,392,668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数为

1,392,668股 

4 刘辉 1,465,816 2,235,146 1,005,816  1,005,816  - 

5 梁新民 1,405,816 2,235,146 1,005,816  1,005,816  - 

6 江建平 1,404,168 2,231,483 1,004,168  1,004,168  - 

7 陈耀 1,011,074 1,891,273 851,074  851,074  - 

8 景鸿理 1,031,074 1,891,273 851,074  851,074  - 

9 李雪莹 3,296,334 1,547,407 696,334  696,334  - 

10 郭熙泠 644,223 1,031,605 464,223  464,223  - 

11 刘蕾杰 423,061 584,578 263,061  263,061  - 

12 孙嫣 632,112 515,802 232,112  232,112  - 



13 

山南华安信

立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249,607 16,110,236 7,249,607  7,249,607  - 

14 

山南天网信

和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187,709 15,972,684 7,187,709  7,187,709  - 

15 

山南融安信

和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53,850 14,786,332 6,653,850  6,653,850  - 

16 

山南融诚服

务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042,623 13,428,050 6,042,623  6,042,623  - 

天融信原其他股东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股） 

2017 年初始

取得限售股

份总数（股） 

2017年初始取

得限售股份中

尚未解锁的剩

余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备注 

1 

明泰汇金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 

48,098,051 160,326,832 48,098,051  48,098,051  

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数为

48,098,051

股 

2 姚崎 335,271 1,117,570 335,271  335,271  - 

3 章征宇 17,091,425 56,971,412 17,091,425  17,091,425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为

17,091,425

股 



4 陈方方 10,225,314 34,084,376 10,225,314  10,225,314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数为

10,225,314

股 

5 卞炜明 5,385,300 17,950,998 5,385,300  5,385,300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数为

5,385,300股 

6 王文华 4,504,740 15,015,797 4,504,740  4,504,740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数为

4,504,740股 

7 王勇 3,420,275 11,400,915 3,420,275  3,420,275  - 

8 张晓光 2,729,261 9,097,532 2,729,261  2,729,261  

所持限售股

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

数为

1,200,000股 

9 鲍晓磊 1,045,256 3,484,185 1,045,256  1,045,256  - 

10 陈宝雯 256,547 855,155 256,547  256,547  - 

11 
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83,489 4,278,292 1,283,489  1,283,489  - 

合计 151,749,677 418,085,467 140,951,024 140,95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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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824,556 34.08% 262,061,514 22.62% 

高管锁定股 5,565,914 0.48% 13,753,896 1.19% 

首发后限售股 359,507,722 31.03% 218,556,698 18.87% 

股权激励限售股 29,750,920 2.57% 29,750,920 2.5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63,658,729 65.92% 896,421,771 77.38% 

三、总股本 1,158,483,285 100.00% 1,158,483,28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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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