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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对终止挂牌异议股东所持

股份实施回购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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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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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760248041Q 

承诺主体名称 郭建国、张玉娅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其他  

承诺来源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申请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其他承诺 （控股股东郭建国

与股东张玉娅关于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所持

股份实施回购的承诺） 

承诺开始日期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 

承诺有效期 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1 个月内 

承诺履行期限 股东按照本承诺要求提出回购请求之日起 1 个月内 

承诺结束日期 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2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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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事项概况 

承诺主体：郭建国、张玉娅 

承诺主体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东 

承诺内容：郭建国、张玉娅承诺于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对回购相对人

在承诺有效期内提出的回购请求，在承诺履行期限内按以下约定对其所持股份实

施回购： 

1、回购相对人：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后，公司已收到书面

文件要求回购、已取得联系但尚未收到书面文件及无法取得联系的异议股东合计

88名，合计持股 2,788,249 股，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相对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新兴创新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6,0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3,00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249 

康昭阳 95,000 

陈剑刚 83,000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钥匙

中科新三板一号基金 
77,000 

潘奕 50,000 

钱祥丰 47,000 

韩希民 43,000 

王海萍 40,000 

余忠 39,000 

李洪波 35,000 

李爱娟 30,000 

洪斌 29,000 

郭峰 27,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皓熙新三板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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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平 21,000 

赵世龙 20,000 

欧翔 19,000 

林波 18,000 

徐应翔 18,000 

底鹏博 17,000 

陈晓燕 12,000 

武汉春熙景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00 

马新 10,000 

张德龙 9,000 

中惠融通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8,000 

徐利文 7,000 

叶杏珊 6,000 

林智铭 6,000 

林玉仙 6,000 

上海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壹德 1 号新三板

私募投资基金 
5,000 

陈邓雄 5,000 

鲁长剑 5,000 

朱勇 5,000 

沈伟中 5,000 

天弘创新资管-中信证券-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

托·天弘创新专项资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00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李聪 4,000 

郭克诚 4,000 

上海永柏联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永柏联投新

三板成长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0 

北京美好愿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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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炽坚 3,000 

徐志晖 3,000 

北京正博通达科技 

有限公司 
3,000 

谢悦钦 3,000 

郭瑾 3,000 

康淑娴 3,000 

上海新方程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方程启

辰新三板指数增强基金 
3,000 

湖北新利大有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00 

董素静 2,000 

深圳市复兴成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 

黄雅卿 2,000 

沈燕珺 2,000 

黎翔 2,000 

深圳市森得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 

刘欣 1,000 

管光明 1,000 

张建大 1,000 

桐乡市立盛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 

董明德 1,000 

朱忆 1,000 

庄信军 1,000 

戴周林 1,000 

刘建文 1,000 

深圳大成德威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00 

王兴华 1,000 

毋芳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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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融涛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0 

吴丽萍 1,000 

陶宪盛 1,000 

骆俊 1,000 

杭州环亚炼化装备有限公司 1,000 

陈功 1,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道域 1 号新三

板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 

杜道峰 1,000 

陶晓海 1,000 

王志敏 1,000 

何林 1,000 

河南华夏海纳源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800,000 

平潭新三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000 

陈彬 6,000 

杜绵吾 1,000 

周亚军 115,000 

邢钰 2,000 

天弘基金－齐鲁证券－天弘恒天弘牛新三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000 

天弘基金－齐鲁证券－天弘大唐弘牛新三板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4,000 

杜泽娴 5,000 

合计 2,788,249 

备注：上述回购相对人及其持股情况统计日期为 2019年 11月 5日。 

2、回购请求方式：如上述回购相对人要求承诺人回购其股份，需按照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在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的《关于拟申请公司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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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9）要求，自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至公司

股票终止挂牌后 1 个月止，将回购相对人签字/盖章的书面转让申请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股票转让申请、加盖证券公司营业部公章的取得公司股票的交割

单、有效证件复印件、有效联系方式）以亲自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交付至公司

（邮寄方式以签收时间为准）， 上述期限内未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的回购相对人

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票，承诺主体将不再承担回购义务。 

上述回购相对人可在回购申请有效期限内就回购事宜与公司联系，联系方式

如下： 

联系人：刘洪宇 

联系电话：0371-67989993 

联系传真：0371-67989993 

电子邮箱：zqb@tiamaes.com 

联系地址：郑州市高新区莲花街 316 号 10 号楼 106-606 号房、108-608 号

房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450001 

3、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承诺主体按回购相对人取得该部分股票的成本价

格实施回购（回购相对人持有公司股票期间，若公司股票存在除权除息，其持股

成本价格作相应调整）。 

回购相对人所持股票数量以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所记载的信息为准。上

述回购相对人合计 88 名，股份合计为 2,788,249 股。 

4、回购相对人与承诺主体之间就承诺事项的履行存在争议的，可以向公司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承诺内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三、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公司已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为充分保障异

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郭建国、股东张玉娅做出上述补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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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说明 

如上述回购相对人在承诺有效期到期前已向公司提供书面声明同意继续持

有股份，则承诺主体将不再履行对其的回购承诺。 

由于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具有一定时效性,公司郑重提示，如股东存在异议，

请尽快与公司联系有关事宜。 

 

五、备查文件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建国与股东张玉娅的承诺书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