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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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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9,172,1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33%。  

2.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一、本次发行股份和公司股本情况 

1.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1向曹

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62 号）核准，

公司实施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亮彩”）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1）公司向曹云、刘吉文、刘鸣源、深圳市聚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聚美投资”）共发行 16,666.6664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7.35

元/股，上述股份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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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司总股本由

879,989,668 股增加至 1,046,656,332 股。 

（2）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6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共计130,555,555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00 元/股，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上市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及标的公司投资项目，上述股份已于 201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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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司总股本由 1,046,656,332 股增加至 1,177,211,887 股。 

2. 2017 年 5 月 19 日，经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

                                                             
1注：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5 日更名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177,211,887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7 年 7 月 17 日，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

分派，公司总股本由 1,177,211,887 股增加至 2,354,423,774 股。 

3.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向领

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9 号）

核准，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暨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向交易对方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发行 442,948.7177 万股股

票，发行价格为 4.68 元/股，上述股份已于 2018 年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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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为 2018 年 2 月 13 日，

公司总股本由 2,354,423,774 股增加至 6,783,910,951 股。 

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

术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补偿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鉴于东方

亮彩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同意东方亮彩原股东曹云、刘吉文、刘鸣源、

曹小林、王海霞、聚美投资以其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届时尚未出售的公司股份

174,161,211 股进行补偿，由公司以总价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股份

不足以支付补偿价款的部分以现金补足差额 174,303,924.14 元；同时授权公司

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 

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已收到东方亮彩相关补偿责任人支付的现金补偿

款合计人民币 174,303,924.14 元；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刘吉文、刘鸣源、聚美投资补偿股份的

回购注销手续，合计注销股份 58,933,969 股，本次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6,783,910,951 股变为 6,724,976,982 股。 

5. 2018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广

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以 2018 年 9 月 25 日为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日，最终向本次股权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其中股

票期权的授予人数为 823 人，共计授予 69,743,500 份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人数为 630 人，共计授予 100,281,994 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首次授予

登记完成日为 2018 年 12 月 18 日，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

限制性股票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6,825,258,976 股。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6,825,258,976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为 5,204,068,0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2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关于业绩及补偿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曹云、刘吉文、刘

鸣源、曹小林、王

海霞、聚美投资 

东方亮彩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11,500.00万元、14,250.00万元和18,000.00万

元。 

如果实现扣非净利润或运营收入比例指标低于上述承诺内容，则上述补偿责任人

将按照签署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承诺履行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东方亮彩精

密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2018]8364-4 号），2015 年度，东方亮彩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66,642,547.5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1,844,050.83 元；2016 年度，东方亮彩

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78,882,483.88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2,297,352.56 元；2017 年度，东方亮彩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83,895,780.04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0,227,997.51 元，东方亮彩公司 2015 年

度至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合计为

233,913,405.88 元，占重组相关方业绩承诺总额 437,500,000.00 元的 53.47%，

未完成业绩承诺，须由补偿责任人承担补偿责任。根据东方亮彩在补偿期业绩承

诺的实现情况计算 2017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及现金情况如下： 



补偿责任

人 

初始获得上市

公司股份数量

（股） 

股票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原所持标

的公司股

份比例 

2017 年度应

补偿股份数

量（股） 

2017 年度应补

偿现金金额

（元） 

曹云 114,285,714 840,000,000.00 70,000,000.00 52.00% 115,227,242 - 

刘吉文 4,761,904 35,000,000.00 140,000,000.00 10.00% 9,523,808 46,434,643.25 

刘鸣源 4,761,904 35,000,000.00 140,000,000.00 10.00% 9,523,808 46,434,643.25 

曹小林 - - 105,000,000.00 6.00% - 48,860,782.59 

王海霞 - - 70,000,000.00 4.00% - 32,573,855.06 

聚美投资 42,857,142 315,000,000.00 - 18.00% 39,886,353 - 

合计 166,666,664 1,225,000,000.00 525,000,000.00 100.00% 174,161,211 174,303,924.14 

注：1.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东方亮彩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东方亮彩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东方亮彩利润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领益智造本次购买东方亮彩 100%股权的交易总价

格-已补偿金额。 

2.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1+转增或送股比例） 

3. 2017 年 7 月，公司实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因

此，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2 

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已收到东方亮彩相关补偿责任人刘吉文、刘鸣源、

曹小林、王海霞支付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现金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174,303,924.14 元，补偿责任人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现金补偿义务已

履行完毕。 

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刘吉文、刘鸣源、聚美投资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合计注销股份

58,933,969 股，刘吉文、刘鸣源、聚美投资的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因补

偿责任人曹云应补偿的股份 115,227,242 股处于质押状态，公司暂无法回购并注

销其应补偿的股份，补偿责任人曹云股份补偿义务尚在履行中。 

鉴于东方亮彩补偿责任人曹云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手续暂未完成，本次东方

亮彩补偿责任人曹云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扣除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

应的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股份数量。因此，补偿责任人曹云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为 113,344,186 股。 

2.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曹云、刘吉文、刘鸣源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江粉磁材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不得转让，且在

2018年9月15日前不转让。 

聚美投资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江粉磁材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履行情况： 



各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3. 关于规范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曹云、刘吉

文、刘鸣源、

曹小林、王海

霞、聚美投资 

一、承诺人目前与江粉磁材、东方亮彩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承诺人也不存在控制的与

江粉磁材、东方亮彩间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二、承诺人今后为江粉磁材直接或间接股东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江粉磁材、东方亮彩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三、承诺人今后为江粉磁材直接或间接股东期间，不会利用对江粉磁材股东地位损害

江粉磁材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损害江粉磁材及其其子公司东方

亮彩的合法权益；  

四、承诺人保证在作为江粉磁材直接股东或间接股东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

销。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诺人承担因此给江粉磁材、东方亮彩造成的一

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诺人因违反本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江粉磁材所有。 

曹云、刘吉

文、刘鸣源、

曹小林、王海

霞、聚美投资 

一、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的企业与重组后的公司及其控股

企业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的企业将严格避免向公司及其控

股和参股公司拆借、占用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资金或采取由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

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公司资金。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单位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公司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四、本人/本单位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

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损失或利

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利益的，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的损失由本人/

本单位承担。 

承诺履行情况： 

各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综上，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聚美投资各

项承诺均已履行，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

对其违规担保的行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曹云除因股权质押导致业绩承诺尚待履行外，

其他各项承诺均已履行，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

市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行为。曹云持有的股份目前全部处于质押状态，其已就股

份补偿情况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计划在股票解除限售后，向质权人申请通过将



无须向公司补偿的部分股票进行出售，所得资金偿还融资借款并解除股票质押，

从而向公司进行利润承诺补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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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 

2.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9,172,1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33%；

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4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0001%。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2 名。 

4.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持

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质押冻结情况 

1 曹云 228,571,428 113,344,186 228,571,428 

2 
深圳市聚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5,827,931 45,827,931 45,827,531 

合计 274,399,359 159,172,117 274,398,959 

备注： 1. 上述质押冻结股票需解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2. 曹云直接持有公司 228,571,428 股，鉴于东方亮彩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需补偿股份数

量为 115,227,242 股，因此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13,344,186 股。 

3. 聚美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45,827,931 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5,827,931 股。 

4.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股东需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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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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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文件对关于大股东、特定股东、董监高减持行为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5,204,068,098 76.25% -102,970,788 5,101,097,310 74.74% 

高管锁定股 399,899,568 5.86% 56,201,329 456,100,897 6.68% 

首发后限售股 4,703,886,536 68.92% -159,172,117 4,544,714,419 66.5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0,281,994 1.47% - 100,281,994 1.47% 

二、无限售流通股 1,621,190,878 23.75% 102,970,788 1,724,161,666 25.26% 

三、总股本 6,825,258,976 100.00% -  6,825,258,976 100.00% 

曹云曾任公司董事并在其董事任期届满（即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离职。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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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曹云在其离职半年后（即自 2019 年 5 月 11 日起）



至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即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需

继续遵守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重

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2.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3.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4.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解除限售股份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

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2名。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