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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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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水泥”或“公司”）拟将已发行的

734,720,000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转换上市地并以介绍方式到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一、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的其他有关规

定，制定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在公司筹划本次交易期间，公司严格遵守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定，采取了如下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1、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已经采取了必要且充分

的保密措施，并严格控制项目参与人员范围，尽可能的缩小知悉本次交易相关敏

感信息的人员范围。 

2、公司聘请了财务顾问、保荐人、法律顾问、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并与上

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密信息的范围及保密责任。 

3、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

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在披露交



易方案和董事会决议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查询

了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二、 股票交易自查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40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7]128号）以及上交所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

卖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自查期间为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首次作出决议之日前六个月，

即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8月19日。 

（二）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1、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结构及经办人员； 

3、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 

（三） 自查期间内，核查范围内人员买卖华新水泥A股及B股的情况 

1、买卖华新水泥（A股）股票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以及自查范围内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在自查期

间，除下列情形外，其他自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华新水泥（A股）股票的情形： 

姓名 职务/身份 交易性质 变更股份（股） 变更日期 期末持股情况（股） 

彭清宇 监事会主席 买入 19,000 20200525 203,864 

孔玲玲 财务总监 

买入 11,900 20200528 

217,169 
买入 8,400 20200612 

买入 24,700 20200622 

买入 12,300 20200623 

柯友良 副总裁 买入 15,000 20200617 140,944 

陈兵 副总裁 买入 34,400 20200518 34,400 

梅向福 副总裁 买入 4,000 20200527 34,460 



买入 2,000 20200528 

买入 2,000 20200605 

袁德足 副总裁 买入 3,000 20200526 3,000 

徐钢 副总裁 

买入 8,000 20200511 

31,000 

买入 4,000 20200513 

买入 4,000 20200514 

买入 3,000 20200515 

买入 4,000 20200520 

买入 8,000 20200521 

2、买卖华新B股股票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以及自查范围内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在自查期

间，除下列情形外，其他自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华新B股股票的情形： 

姓名 职务/身份 交易性质 变更股份（股） 变更日期 期末持股情况（股） 

李叶青 董事、总裁 

买入 52,800 20200513 

345,796 买入 86,370 20200518 

买入 28,000 20200528 

刘凤山 
董事、副总

裁 

买入 32,900 20200609 

83,600 买入 12,800 20200617 

买入 37,900 20200623 

彭清宇 
监事会主

席 

买入 30,000 20200602 
178,068 

买入 28,900 20200603 

傅国华 监事 买入 18,200 20200715 18,200 

张林 监事 买入 45,300 20200713 45,300 

王锡明 
董事会秘

书 

买入 66,000 20200521 
222,280 

买入 27,800 20200526 

孔玲玲 财务总监 买入 43,100 20200514 158,684 

柯友良 副总裁 

买入 9,200 20200528 

148,128 

买入 33,100 20200529 

买入 2,900 20200601 

买入 8,300 20200618 

买入 100 20200622 

徐芳 
副总裁陈

兵之配偶 
买入 59,900 20200817 59,900 

杜平 副总裁 

买入 500 20200611 

81,400 买入 70,800 20200615 

买入 10,100 20200618 

刘云霞 副总裁 

买入 10,200 20200526 

70,200 
买入 10,000 20200527 

买入 40,000 20200528 

买入 5,000 20200601 



买入 5,000 20200602 

梅向福 副总裁 

买入 6,000 20200609 

54,000 买入 35,000 20200616 

买入 13,000 20200617 

袁德足 副总裁 

买入 30,100 20200520 

73,300 

买入 15,000 20200526 

买入 18,600 20200527 

买入 2,300 20200528 

买入 7,300 20200601 

杨宏兵 副总裁 
买入 50,364 20200522 

69,564 
买入 19,200 20200526 

三、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及薪酬改进政策与股票交易情况说明 

2019年12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新水泥股

权激励与高管薪酬改进方案》，基于公司2025年的发展战略目标，引入特殊激励

方案，激励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员工，以股票形式分两期考核兑现。公司管理层和

核心骨干员工长期激励改为以股票形式发放。方案改进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体系包含基本薪酬、短期激励、长期激励等。其中短期激励发放形式为由公司监

督高管个人当年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关人员依据《华新水泥股权激励与高管薪

酬改进方案》规定购买的公司股票，需锁定3年后才可减持，且相关人员减持时

依据《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7-2019年核心管理人员长期激励计划》购买的

公司股票，在不低于最低持股要求的基础上，每年可以减持不高于持有股数的25%，

且必须发布减持公告后15日之后方能开始减持。 

因此，自查期间以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华新水泥股票的行

为属执行公司既定的薪酬改革政策。 

四、 自查对象对自查期间交易股票行为的承诺 

（一） 根据薪酬改进事项买卖人员承诺 

就上述股票买卖情况，李叶青、刘凤山、孔玲玲、柯友良、梅向福、徐钢、

张林、彭清宇、陈兵、王锡明、杜平、刘云霞、袁德足及杨宏兵已出具书面承诺

如下：“（1）除本人证券账户买卖华新水泥股票之外，本人未通过任何人的证

券账户买卖华新水泥A股或B股股票；（2）上述股票交易系本人遵循公司股权激

励政策及薪酬改进政策规定，并根据公开市场信息，基于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



立判断而做出的买入决策，且本人上述买卖华新水泥的股票均在本人知悉本次项

目的内幕信息时间之前，与本次项目的内幕信息无关；（3）本人承诺未将本次

华新水泥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项目”）的相关信息透露给本人直系亲属及

其他第三人，亦未透露任何涉及华新水泥的内幕信息；（4）本人不存在任何利

用本次项目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形；（5）本人保证上

述陈述和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6）本人承诺将按照公司股权激励政策及薪酬改

进方案的要求进行锁定，未来如需减持将严格依据相关监管机构、交易所的要求

执行；（7）若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入或卖出所持华新水泥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

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自愿将所得收益（即卖出总金额减去买入总金额并扣除交

易成本）全部上交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并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监管或处

罚。” 

（二）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就上述股票买卖情况，傅国华已出具书面承诺如下：“（1）除本人证券账

户买卖华新水泥股票之外，本人未通过任何人的证券账户买卖公司A股或B股股票；

（2）上述股票交易系本人根据公开市场信息，基于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

断而做出的投资决策，且本人上述买卖华新水泥的股票均在本人知悉本次项目的

内幕信息时间之前，与本次项目的内幕信息无关；（3）本人承诺未将本次华新

水泥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及挂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项目”）的相关信息透露给本人直系亲属及其他

第三人，亦未透露任何涉及华新水泥的内幕信息；（4）本人不存在任何利用本

次项目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形；（5）本人保证上述陈

述和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6）若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入或卖出所持华新水泥股票

的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自愿将所得收益（即卖出总金额减去买

入总金额并扣除交易成本）全部上交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并接受有权监管

部门的监管或处罚。” 



（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系亲属承诺 

就上述股票买卖情况，徐芳已出具书面承诺如下：“（1）除本人证券账户

买卖华新水泥股票之外，本人未通过任何人的证券账户买卖公司A股或B股股票；

（2）上述股票交易系本人根据公开市场信息，基于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

断而做出的投资决策，并非基于本人直系亲属及其他第三人告知项目内幕信息；

且上述买卖华新水泥股票的行为发生之时本人对于本次华新水泥境内上市外资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以下

简称“本次项目”）的信息并不知情，交易与本次项目的内幕信息无关；（3）

本人不存在任何利用本次项目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形；

（4）本人保证上述陈述和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若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入或

卖出所持华新水泥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自愿将所得收益

（即卖出总金额减去买入总金额并扣除交易成本）全部上交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并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监管或处罚。” 

五、 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首次作出决议之日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