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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售股份为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售条件股

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唯

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持股数量分别为

12,617,115 股和 8,759,799 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604,57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1.3142%；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

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3,604,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 1.314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是股东对该等股份所作的限售承诺期届满的例行信息

披露，并不代表相关股东对该等股份的减持计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屏南

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471 号）文件核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

兴装备”、“南兴股份”）向交易对方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屏南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星思惠”）、

厦门唯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屏南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唯联”）、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东莞市宏

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商资本”）、广东俊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俊特投资”）、冯鸣、东莞市东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浩投资”）、新余众汇精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汇精

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实施 2017 年度分红派息事项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17 年度分红派息事项导致公司股票出现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同意对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由 31.87 元/股调整为 31.57 元/股，发行数量

由 19,999,997 股调整为 20,190,050 股，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姓名/名称 

转让标的公
司股权出资
金额（万元） 

交易价格 

（万元） 

现金支付
（万元） 

股份支付 

调整前 

（股） 

调整后 

（股） 

前后差异
情况（股） 

1 
厦门星思
惠 

1,500.00 35,114.2857 9,122.1429 8,155,677 8,233,177 77,500 

2 厦门唯联 1,050.00 24,580.0000 - 7,712,582 7,785,872 73,290 

3 宏商资本 315.00 7,374.0000 - 2,313,774 2,335,761 21,987 

4 俊特投资 94.50 2,212.2000 - 694,132 700,728 6,596 

5 冯鸣 90.00 2,106.8571 - 661,078 667,360 6,282 

6 东浩投资 63.00 1,474.8000 - 462,754 467,152 4,398 

7 众汇精诚 37.50 877.8571 877.8571 - - - 

合计 3,150.00 73,740.00 10,000.00 19,999,997  20,190,050 190,053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20,190,050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并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31,226,050 股，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经公司二〇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实施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 131,349,850 股为基

数，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1187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1187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97,040,366 股。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交易

对方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转增前股本 转增后股本 

1 厦门星思惠 8,233,177 12,350,743 

2 厦门唯联 7,785,872 11,679,732 



3 宏商资本 2,335,761 3,503,919 

4 俊特投资 700,728 1,051,175 

5 冯鸣 667,360 1,001,119 

6 东浩投资 467,152 700,783 

合计 20,190,050 30,287,471  

2019年7月5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

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宏商资本、俊特投资、冯鸣、

东浩投资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6,256,9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55%，于解禁

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6,256,9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55%，上市

流通日为2019年7月10日。 

2019年7月22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厦门唯联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5,839,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38%，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

份数量为5,839,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38%，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7月25日。 

经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实施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日公司总股本扣

除拟回购注销的股份后的196,978,7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95,468,065股。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厦门星思

惠和厦门唯联分别持有公司股票18,526,115股和17,519,598股，其中厦门星思惠均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厦门唯联有限售条件股份为8,759,799股。 

2021年6月25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解

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3,681,3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152%，于解禁日实际可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23,681,3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152%，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6月29日。 

2021年1月至今，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厦门星思惠持有公司股份12,617,115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股份1,852,612股；厦门唯联持有公司股份8,759,79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1,751,960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的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

承诺的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1 
交易对方之厦
门星思惠 

一、承诺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票自本次交易所发行股票发行结
束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按如
下约定分期解除限售（与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规定冲突的除外）： 

（一）第一期可解除限售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十二个月且唯一网
络 2017 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以二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承
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
25%—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二）第二期可解除限售股份：自唯一网络 2018 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
后解除限售，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
装备股份×50%—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三）第三期可解除限售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且唯一网络
2019 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承诺
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75%

—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四）第四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自唯一网络 2020 年《专项审核意见》
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承诺人可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90%—（业
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五）第五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
账款余额已全部收回或承诺人已支付了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的，则承
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上述《专项审核意见》、《减值测试报告》、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
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以承诺人与南兴装备就本
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为准。 

三、如承诺人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应收账款减
值补偿义务的，则承诺人所持有南兴装备股票需在完成上述所有补偿义务
后方可解除限售，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计入当年解除限售数量，即承诺人
应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可解锁数量－应补偿股份数量。上述业绩补偿义务、
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应收账款减值补偿义务以承诺人与南兴装备就本
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为准。 

四、本次交易结束后，承诺人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由于南兴装
备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南兴装备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约定。 

五、如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则对承诺人所持股票锁定
期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同时符合该等规定的要求。 

六、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的限售
期内，不得设置质押、权利限制等任何权利负担。如违反前述承诺，承诺
人应向南兴装备支付与设置权利负担的南兴装备股份价值（按设置权利负
担当天的收市价计算）相当的现金作为违约金。 

2 
交易对方之厦
门唯联 

一、承诺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票自本次交易所发行股票发行结
束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按如



下约定分期解除限售（与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规定冲突的除外）： 

（一）第一期可解除限售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十二个月且唯一网
络 2017 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以二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承
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
25%—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二）第二期可解除限售股份：自唯一网络 2018 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
后解除限售，承诺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
装备股份×50%—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三）第三期可解除限售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且唯一网络
2019 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承诺
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75%

—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四）第四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自唯一网络 2020 年《专项审核意见》
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以两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补偿义务
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甲方股份×90%

—（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五）第五期解除限售条件及数量：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
账款余额已全部收回或承诺人已支付了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的，则承
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上述《专项审核意见》、《减值测试报告》、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
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应收账款减值应补偿金额以承诺人与南兴装备就本
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为准。 

三、本次交易结束后，承诺人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南兴装备股份由于南兴装
备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南兴装备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约定。 

四、如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则对承诺人所持股票锁定
期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同时符合该等规定的要求。 

五、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南兴装备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的限售
期内，不得设置质押、权利限制等任何权利负担。如违反前述承诺，承诺
人应向南兴装备支付与设置权利负担的南兴装备股份价值（按设置权利负
担当天的收市价计算）相当的现金作为违约金。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7 年度《审计报

告》（苏公 W[2018]E1316 号）和《关于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 W[2018]E1317 号），唯一网络 2017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778.27 万元，唯一网络 2017 年度的业绩

承诺已经实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大

华审字[2019]007635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881 号），唯一网络 2018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25.24 万元，唯一网络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

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大



华审字[2020]007312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0]004283 号），唯一网络 2019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040.31 万元，唯一网络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

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

华审字[2021]008062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1]005256 号），唯一网络 2020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440.50 万元，唯一网络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

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南兴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1]005624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唯一网络 100%股东权益价值考虑并购日至减值测算基准日期间的利润

分配因素影响后为 103,164.60 万元，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 73,740.00 万元，未发生减

值。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出具的《广东唯一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回款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

华核字[2021]0011280 号），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31 日，唯一网络实际回款超过考核回款金

额。 

综上，截至本公告日，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已全部收回，因此，

前述主体第五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

可全部解除限售，厦门星思惠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1,852,612 股，厦门唯联本次可解除

限售的股份为 1,751,960 股。 

2、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 

3、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法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也不存在对其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10月8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604,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00%，占公

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1.3142%；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3,604,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00%，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1.3142%；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2名，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的股
数（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的

比例 

限售股质
押/冻结
股份数量
（股） 

1 厦门星思惠 1,852,612 1,852,612 1,852,612 0.6270% 0.6755% - 

2 厦门唯联 1,751,960 1,751,960 1,751,960 0.5930% 0.6388% - 

合计 3,604,572 3,604,572 3,604,572 1.2200% 1.3142%  

注：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

果为准。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采用本次解除限售前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数274,276,622股作为基数计算。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类别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解除限售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1,179,291 7.17% -3,604,572 17,574,719  5.9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4,276,622 92.83%  +3,604,572 277,881,194 94.05% 

三、总股本 295,455,913 100.00%  0 295,455,913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独立财务顾问东莞证券就南兴股份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相关承诺，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4、上市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5、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4、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回款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