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19-055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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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63,121,33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3.54%。 

2、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1月3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概况 

1、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总数及上市日期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997

号”《关于核准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周利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周利飞等6名自然人（以下简称“发行对象”）

合计发行80,893,681股普通股股票购买北京麟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该

等对价股份已于2018年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公司当前股份总数及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决定以当时总股本616,883,681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该权益分派事项已于2018年5月实施完

毕。 

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决定以当时总股本

1,048,702,25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该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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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已于2018年9月实施完毕。 

公司当前股份总数为1,782,793,836股。上述权益分派事项实施完毕后，发

行对象获配的派生股份合计为152,889,055股，合计持股为233,782,736股，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合计为63,121,338股，尚未解除的股份数为63,121,343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中，发行对象承诺情况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发行对象 

关于提交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及

如信息披露不实被

立案调查暂停转让

权益的承诺 

本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

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

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赔偿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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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山东矿机拥有权益的股份。 

关于股权权属的承

诺 

1、本人合法持有麟游互动股权，该股权不存在信托安

排、不存在股权代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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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被执

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

制的任何情形。同时，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相关股权

登记至山东矿机名下。 

2、本人持有的麟游互动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

纷、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类似限制

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

卖本人持有麟游互动股权之情形。 

3、本人已经依法对麟游互动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

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

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4、本人对违反上述任一承诺承担法律责任，本承诺自

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具有不可撤销之效

力。 

关于诚信情况的承

诺 

本人在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

行承诺等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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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合规情况的承

诺 

本人及麟游互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

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与

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

尚未结案、最近36个月因与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

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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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的情形。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1 

周利飞承诺，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4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累

计解锁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累计解锁

100%。 

廖鹏承诺，（1）至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如其用于认购

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存在部分不足12个月

情况的，则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12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

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后解锁64%、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累计解锁

100%。（2）至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如其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均已超过12个月（含12个

月）的，则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4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累计

解锁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累计解锁

100%。 

潘悦然承诺，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李璞承诺，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4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累计

解锁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累计解锁

100%。 

杜川承诺，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4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累计

解锁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累计解锁

100%。 

欧阳志羽承诺，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后解锁4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

累计解锁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累计解

锁100%。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在本人作为山东矿机的主要股东期间，目前没有将来

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

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山东矿机构

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

生产任何与山东矿机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山东

矿机产品的业务活动。 

                                                                 

1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12 月发行结束，廖鹏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

时间均已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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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 

本人作为山东矿机主要股东（关联方）期间，1、本人

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山东矿机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

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2、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山东矿机的关联

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山东矿机承担任何不

正当的义务； 

3、如违反上述承诺与山东矿机进行交易而给山东矿机

造成损失，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除潘悦然外的

全体发行对象 

关于麟游互动

2017-2019 年业绩

承诺 

承诺麟游互动2017年-2019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200

万元、5,400万元、6,900万元。如目标公司在承诺期

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补偿承诺人应按照约定方

式向山东矿机予以补偿。周利飞女士及廖鹏先生承诺，

若麟游互动其他补偿承诺人无法支付补偿对价，为保

障上市公司权益，由其代为支付麟游互动其他补偿承

诺人的补偿对价，并拥有对麟游互动其他补偿承诺人

的追偿权。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

的上述各项承诺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提

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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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合计为63,121,33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3.5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周利飞、廖鹏、李璞、杜川、欧阳志羽5名

自然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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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号 姓名 原合计持股数 已解除限售股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尚未解除限

售股数 

1 周利飞 100,526,578 40,210,631 30,157,973 30,157,974 

2 廖鹏 74,810,475 29,924,190 22,443,142 22,443,143 

3 李璞 11,689,137 4,675,654 3,506,741 3,506,742 

4 杜川 11,689,137 4,675,654 3,506,741 3,506,742 

5 欧阳志羽 11,689,137 4,675,654 3,506,741 3,506,742 

合计 210,404,464 84,161,783 63,121,338 63,121,343 

上述人员不存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除周利飞已经

质押30,157,974股、李璞已经质押6,093,677股股份外，其他人员不存在质押股

份的情况。 

5、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性质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发行对象定向发行的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如下： 

项目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55,673,231 8.73 -63,121,338 92,551,893 5.19 

二、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627,120,605 91.27 63,121,338 1,690,241,943 94.81 

合计 1,782,793,836 100.00  1,782,793,836 100.00 

7、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发行对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相关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发行对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事项无异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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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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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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