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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规模：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增持不低于 135万元。 

 增持计划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由增持主体根据对公司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和二级市场波动情况独立判断买入时点和价格，择机实施增持

计划。 

 增持计划期限：自 2018 年 10月 26日起不超过 20个交易日。 

 实施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完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增持 358,900

股，交易金额为 1,398,740元。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判断，为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权益，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拟增持公

司股票（以下简称“增持计划”）。增持计划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1）、2018年 11月 02日披露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及 2018年 11月 05日披露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2018 年 11 月 6 日，公司接到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芊先生通知，于 2018

年 11 月 6日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9,000 股。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计划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前计划增持主体持股具体情况如下： 

人员 职务 
已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近六个月的减持

情况 

付景林 董事长兼总经理         236,889  0.0261% 
无减持情况 

赵德胜 副总经理         198,905  0.0219% 



王芊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196,280  0.0216% 

刘雪峰 副总经理         196,280  0.0216% 

侯玉成 副总经理         217,280  0.0239% 

张新中 副总经理         199,142  0.0219% 

丁明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196,280  0.0216% 

合计        1,441,056  0.1586%  

二、 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判断，为切实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增持

公司股票。 

2、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合计不低于 135万元。 

3、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由增持主体根据对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和二级市场波动情况独立判断买入时点和价格，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18年 10月 26日起不超过 20个交易日。 

5、增持股份的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6、本次增持仅基于其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不再继续实施

本增持计划。 

7、增持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增持完成后 24个月期间内： 

（1）若持续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因限制性股

票回购除外）；（2）若不再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因限制性股票回购除外）。 

8、资金来源：自有合法资金 

三、 本次增持情况及增持完成情况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8 年 11 月 06 日，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芊先生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9,000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人员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后 

已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数

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增持数量（股） 
增持

方式 

均价 

（元/

股） 

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王芊 
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 
   196,280 0.0216% 49,000 

集中

竞价 
4.154 245,280 0.0270% 

（二）增持完成情况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后 

已持有本

公司股份

的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增持时间 
增持数

量（股） 

增持

方式 

均价 

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数量

（股） 

占公

司总

股本

的比

例 

（ 元

/股） 

付景林 
董事长兼总

经理 
236,889 0.03% 2018-11-1 67,900 

集中

竞价 

3.88 304,789 0.03% 

赵德胜 副总经理 198,905 0.02% 2018-11-1 60,000 3.85 258,905 0.03% 

王芊 
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 
196,280 0.02% 2018-11-6 49,000 4.154 245,280 0.03% 

刘雪峰 副总经理 196,280 0.02% 2018-11-1 52,000 3.851 248,280 0.03% 

侯玉成 副总经理 217,280 0.02% 2018-11-1 26,000 3.85 243,280 0.03% 

张新中 副总经理 199,142 0.02% 2018-11-2 52,000 3.85 251,142 0.03% 

丁明锋 
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 
196,280 0.02% 2018-11-1 52,000 3.85 248,280 0.03% 

合计   1,441,056 0.16%   358,900 - 1,799,956 0.20% 

备注：2018 年 11 月 01 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付景林先生、副总经理赵

德胜先生、刘雪峰先生、侯玉成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丁明锋先生通过二级

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为 257,900 股。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18年 11月 02日披露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95）。2018年 11月 02日，副总经理张新中先生通过二级市场以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2,000 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05 日披露

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付景林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芊先

生、副总经理赵德胜先生、刘雪峰先生、侯玉成先生、张新中先生、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丁明锋先生均已完成其增持承诺。 



四、 相关承诺 

公司本次增持的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8年 10月 26日分别签署承诺函。具体承

诺事项如下： 

人员 增持承诺 股份锁定承诺 

付景林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起不超过 20 个交易日内，本人若

持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

少于 25 万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 24个月期间内： 

（1）本人若持续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因限

制性股票回购除外）； 

（2）本人若不再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

员，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后 6 个月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因限制性股票回购

除外）。 

赵德胜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起不超过 20 个交易日内，本人若

持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

少于 20 万元。 

王芊 

刘雪峰 

侯玉成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起不超过 20 个交易日内，本人若

持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

少于 10 万元。 

张新中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起不超过 20 个交易日内，本人若

持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

少于 20 万元。 
丁明锋 

上述增持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付景林先生、副总

经理赵德胜先生、刘雪峰先生、侯玉成先生、张新中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王芊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丁明锋先生均已完成其增持承诺。增持承诺履

行完成。 

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公司实施增持的高级管理人员无减持计

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股份锁定承诺。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 备查文件 

1、承诺函。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