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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6,152,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国瓷材

料”）于 2018 年 5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向王鸿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756 号），详

情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已受理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

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8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43,926,231 股。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中，各交易对方的股份分期解锁具体安排如下：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交易对方取得的国瓷材料股份上市之

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如果前述相关

方至股份上市日持有爱尔创股份的时间不足十二（12）个月，则自获得国瓷材料

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不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待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转让

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上市公司股份： 

交易对方持股期满十二（12）个月后且国瓷材料在指定媒体披露爱尔创股份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交易对方当年可解锁股份数

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数的 40%； 

交易对方持股期满二十四（24）个月后且国瓷材料在指定媒体披露爱尔创股

份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交易对方当年可解锁股份

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数的 30%； 

交易对方持股期满三十六（36）个月后且国瓷材料在指定媒体披露爱尔创股

份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交易对方当年可解锁股份

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数的 30%。 

交易对方当年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以当年可解锁股份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

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扣减后实际可解锁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交易对方当年

实际可解锁股份数为 0，且次年可解锁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前述

补偿义务包括未达到业绩承诺所做业绩补偿及因目标资产减值应作出的补偿。 

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

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期的规

定。 

此外，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创业板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根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具体情况为：标

的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不包括本次交易中募投项目的损益，即数字化口腔中心业务、义

齿精密部件加工中心业务所发生的损益）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200 万元、9,000

万元和 10,800 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深圳爱尔创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50009 号），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25.06 万元，超过承诺数

7,200.00 万元，2018 年度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115.63%。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9年4月3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642,227,373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5股，公司总股本由642,227,373股变为963,341,059股。 

目前王鸿娟等 32 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为 65,889,346 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 

（二）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963,341,059 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

量为 26,152,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1 王鸿娟 38,192,805 15,277,122 

2 司文捷 14,505,303 5,802,120 

3 王立山 3,747,227 1,498,889 

4 严庆云 2,792,051 1,116,818 

5 陈新 3,342,699 1,337,079 

6 叶恒 952,547 381,017 

7 高喜彬 330,901 132,359 

8 谭意如 487,700 195,080 

9 李蕴曦 294,850 117,938 

10 杨明 188,649 75,459 

11 张君锋 258,687 103,475 

12 刘春玲 151,471 60,587 

13 周洪涛 136,573 54,629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做出的主要承诺及履行

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做出的主要承诺情况具体如

下： 

承诺事项 主要承诺内容 

关于提供信

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

函 

一、本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人有关本次交

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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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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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

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如本次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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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不转让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

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

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

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

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

排。 

关于合法合

规的承诺函 

一、本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固定居所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

民，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协议及履行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本人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即本人不涉及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亦不涉及中国证监会对本人作出行

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对本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 

三、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本人在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

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关于标的资

产权属的承

诺函 

一、本人已经依法对爱尔创股份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

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本人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二、本人合法持有爱尔创股份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份

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股权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

亦未被执法部门、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同时，



 

承诺事项 主要承诺内容 

本人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该股权登记至国瓷材料名下。 

三、在本人与国瓷材料签署的协议生效并执行完毕之前，本人保证不就本人

所持爱尔创股份股权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人权利，保证爱尔创股份正

常、有序、合法经营，保证爱尔创股份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

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爱尔创股份不进行非

法转移、隐匿标的资产行为。如确有需要，本人及爱尔创股份须经国瓷材料

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四、本人保证爱尔创股份或本人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本人转让

爱尔创股份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五、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潜在的影响本人转让爱尔创股份股权的

诉讼、仲裁或纠纷。 

六、爱尔创股份章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

碍本人转让所持爱尔创股份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关于股份锁

定期的承诺

函 

一、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本人取得的国瓷材料股份上市之

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如果前述

相关方至股份上市日持有爱尔创股份的时间不足十二（12）个月，则自获得

国瓷材料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不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 

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待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

转让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上市公司股份： 

1、本人持股期满十二（12）个月后且国瓷材料在指定媒体披露爱尔创股份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本人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

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数的 40%； 

2、本人持股期满二十四（24）个月后且国瓷材料在指定媒体披露爱尔创股份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本人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

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数的 30%； 

3、本人持股期满三十六（36）个月后且国瓷材料在指定媒体披露爱尔创股份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本人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

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国瓷材料股份数的 30%。 

二、本人当年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以当年可解锁股份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扣减后实际可解锁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本人当年实

际可解锁股份数为 0，且次年可解锁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前述

补偿义务包括未达到业绩承诺所做业绩补偿及因目标资产减值应作出的补

偿。 

本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此外，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创业板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 

关于与上市

公司持股

5%以上股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未与国瓷材料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签订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实施任何其他可能促使与国瓷材料数名股东共同

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同时，本人与国瓷材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



 

承诺事项 主要承诺内容 

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

在未披露的

一致行动关

系的承诺函 

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界定的构成

一致行动人的任何关联关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保证标

的公司与上

市公司交易

定价公允性

的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爱尔创股份与国瓷材料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发生业务交易，

本人将督促爱尔创股份与国瓷材料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充分考虑市场供

求关系、采购数量、供货方式等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以保证双方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保证不通过相关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13 名股东均履行了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中的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三）《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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