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291

证券简称：华录百纳

公告编号：2017-109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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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2014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10,440.1623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81,246.1176 万股）的比例为 12.85%；实际
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6,058.1144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情况
2014 年 10 月 9 日，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
录百纳”）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39 号文《关于核准北
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向胡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华录百纳向胡刚等 15 位自然人、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11 家机构发行 87,620,153 股股份购买广
东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火焰”）100%股权，核准华录百
纳向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谦益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李慧珍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42,023,34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9.28 元。
2014 年 10 月 15 日，蓝色火焰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2014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
记及限售手续，本次用于购买资产发行的 87,620,153 股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
42,012,448 股股份分别登记至全体交易对方名下。2014 年 11 月 7 日，华录百纳
本 次 非公开发行的 129,632,601 股新股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
393,632,60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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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组完成后至今上市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15 年 2 月 9 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东承诺，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及刘德宏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中的 11,880 万股限售股获得解
禁，公司总股本数量不变。
根据公司 2014 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5 年 5 月以公司总股本
393,632,6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9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00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708,538,681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227 号）核准，公司向 5 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3,922,495 股，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812,461,176 股。
截至本次解禁前，公司股本总数为 81,246.1176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高管锁定股）数量为 30,872.150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00%。本次胡刚
等 15 位自然人股东及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苏州谦益投资企业（有限合伙）3 位法人股东根据股份锁定承诺，申请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0,440.162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5%。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作的限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1、业绩及补偿承诺
根据华录百纳与蓝色火焰义务补偿方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蓝色火焰义
务补偿方承诺蓝色火焰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税收
返还和政府补助不予扣除）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25,000 万元、31,250
万元。
交易对方对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补偿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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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在补偿期间内，蓝色火焰某年实现的实际盈利数低于
对应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义务补偿方将优先以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
补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
公式计算（公式中净利润预测数即净利润承诺数）：
股份补偿数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蓝色火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蓝色火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蓝色火焰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净利润预测
数总和×标的资产价格÷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现金补偿金额：
若依上述公式计算出的义务补偿方股份补偿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
义务补偿方以其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每一测算期间应补偿股份数-每一测算期间已补偿股份
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当年应补偿股
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义务补偿方应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签署日其各自持有的蓝色火焰股份数额
占其合计持有的蓝色火焰股份数额的比例，分别、独立地承担本条约定的补偿股
份数额和/或现金补偿金额。但胡刚及其亲属应就所有蓝色火焰义务补偿方在《盈
利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预测期届满涉及减值时的相关补偿计算
在全部测算期间届满后，公司将聘请胡刚书面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测算期间最后一年的专项意见出具日
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胡刚对前述减值测试结果有不同意
见，则由胡刚聘请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结果进行复核。若双方会
计师对减值测试结果有较大的分歧，则双方将咨询相关主管部门后协商解决。
2、股份锁定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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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华录百纳与蓝色火焰及蓝色火焰全体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约定及上市公司交易对方的相关承诺，本次交易中的股
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①胡刚及其亲属胡杰、李慧珍、蓝色火焰管理层股东承诺所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自本次
发行完成届满 12 个月之日起，胡刚及其亲属胡杰、李慧珍、蓝色火焰管理层股
东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按以下方式解锁，具体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前提条件

可解锁股份数

第
一
期

自本次发
行完成届
满 12 个月
之日起

蓝色火焰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的实际盈利数
达到或超过《盈利补
偿协议》约定的净利
润预测数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20%。如按照《盈利补
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
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
股份数×20%-已补偿股份数

第
二
期

自本次发
行完成届
满 24 个月
之日起

蓝色火焰最近二个会
计年度的实际盈利数
合计达到或超过《盈
利补偿协议》约定的
净利润预测数

累计解锁（含本期及本期之前全部解锁期，下同）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4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40%-已补偿股份数

第
三
期

自本次发
行完成届
满 36 个月
之日起

-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
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
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
份数

第
四
期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
告出具之
日起

-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
份的 8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
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80%-已补偿股
份数

第
五
期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
告出具之
日起

-

登记在胡刚及其亲属、蓝色火焰管理层股东名下的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

②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蓝火投资”）本次认购
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蓝火投资当年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上市公
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
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蓝火投资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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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自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出
具之日起，累计解锁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80%，如
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
解锁股份数=蓝火投资本次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数×80%-已补偿股份数；自
上市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出具之日起，蓝火投资本次认购的上市股份可全部解锁。
③除蓝火投资外其他机构股东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2）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录集团”）、苏州谦益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以下简称“苏州谦益”）、李慧珍因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而认购的公司
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李慧珍承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自本次发行结束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其可转
让或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60%；自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出具之日起，其累计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本次认
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80%；自上市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出具之日起，其本次认购
的上市公司股份可全部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若该限售期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完成后，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公
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交易对方如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还需遵守上市公司章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
股份有限公司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
3、关于任职期限和竞业限制的承诺
（1）在蓝色火焰任职的蓝色火焰原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
“①为保证蓝色火焰持续发展和持续竞争优势，本人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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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期间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
至少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五十四个月，且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期限内未经华录百纳同意，不在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
以外的单位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或从事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
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包括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及本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下同）从事该等业务，不在其他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色火
焰及其下属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②本人承诺自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在华录百纳及
其关联公司以外，从事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相同或
类似的经营业务或通过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或通过其
他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
理、通过第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从事该等业务；不在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
司、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相同或类似的经营业务的单位任职或者担任任何
形式的顾问；不以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名义为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现
有及潜在客户提供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相关业务服务。
③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期间，如本人自蓝色火焰及其下属
企业单方离职的，或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如本人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未满五十四个月单方离职的，本人应当向华录百纳支付违约金，应支付的违约金
为：本人任职未满承诺任职期限（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届满
54 个月的期间）的差额月度数量×本人离职前一年从蓝色火焰及其下属公司取
得的平均年收入（包括但不限工资、奖金、绩效等全部收入）÷12；同时，本人
承诺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因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所
得的收入全部归华录百纳、蓝色火焰所有，并赔偿华录百纳及蓝色火焰因此遭受
的全部损失。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
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2）蓝火投资全体合伙人承诺：
“①为保证蓝色火焰持续发展和持续竞争优势，本人承诺自本承诺函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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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少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五十四个月，且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
职期限内未经华录百纳同意，不在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
业以外的单位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或从事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
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经营实体（包括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及本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经营实体，下同）从事该等业务，不在其他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色
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②本人承诺自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在华录百纳及
其关联公司以外，从事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司、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相同或
类似的经营业务或通过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或通过其
他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
理、通过第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从事该等业务；不在与华录百纳及其关联公
司、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相同或类似的经营业务的单位任职或者担任任何
形式的顾问；不以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名义为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现
有及潜在客户提供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相关业务服务。
③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期间，如本人自蓝色火焰及其下属
企业单方离职的，或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如本人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未满五十四个月单方离职的，本人应当向华录百纳支付违约金，应支付的违约金
为：本人任职未满承诺任职期限（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届满
54 个月的期间）的差额月度数量×本人离职前一年从蓝色火焰及其下属公司取
得的平均年收入（包括但不限工资、奖金、绩效等全部收入）÷12；同时，本人
承诺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因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所
得的收入全部归华录百纳、蓝色火焰所有，并赔偿华录百纳及蓝色火焰因此遭受
的全部损失。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
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4、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了避免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蓝色火焰原全体自然
人股东及蓝火投资均就“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事项”出具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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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火焰原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除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并以蓝色火焰
及其下属企业的名义开展业务外，本人（包括本人直系亲属和配偶，下同）及本
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包括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及本人具有
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下同）现有的业务、产品/服务与华
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正在或将要开展的业务、产品/服务不存在竞争
或潜在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不存在直接或通
过其他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
托管理、通过第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
属企业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
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本人承诺，在今后的业务中，本人不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
企业进行同业竞争，即：
①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通过第三方经营、担任
顾问等）间接从事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业务相同或相近似的经营
活动，以避免对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
业务竞争。
②如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
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若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业务产生
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停止生产经营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但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可
以按照合理的价格及条件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关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的竞争业务集中到华录百纳或蓝色火焰经营，以避免同业竞争。
③若有第三方向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提供任何
业务机会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有任何机会需提供
给第三方，且该业务直接或间接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业务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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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华录百纳、蓝色火焰有能力、有意向承揽该业务的，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应当立即通知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该业
务机会，并尽力促使该业务以合理的条款和条件由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
企业承接。
（3）如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或相关监管部门认定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华录百纳、蓝色
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在华录百纳、蓝
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项业务。如华录百纳、蓝色火
焰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无条件按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
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
（4）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
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声明与承诺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华录百纳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将在本人在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
其下属企业任职期间以及本人自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离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如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
的，则本人承诺将违反该承诺所得的收入全部归华录百纳、蓝色火焰所有，并向
华录百纳及蓝色火焰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蓝火投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除本合伙企业之合伙人在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
业任职并以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的名义开展业务外，本合伙企业（包括本合伙
企业之合伙人，下同）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包
括本合伙企业全资、控股公司及本合伙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经营实体，下同）现有的业务、产品/服务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
正在或将要开展的业务、产品/服务不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本合伙企业及本合
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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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通过第
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
似业务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形。
（2）本合伙企业承诺，在今后的业务中，本合伙企业不与华录百纳、蓝色
火焰及其下属企业进行同业竞争，即：
①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通过第
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业务相同
或相近似的经营活动，以避免对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构
成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②如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合伙企业
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
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若与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拓展
后的业务产生竞争，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
实体将停止生产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但华录百纳、
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可以按照合理的价格及条件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
方式将相关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的竞争业务集中到华录百纳或蓝色火焰经
营，以避免同业竞争。
③若有第三方向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
实体提供任何业务机会或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
经营实体有任何机会需提供给第三方，且该业务直接或间接与华录百纳、蓝色火
焰及其下属企业业务有竞争或者华录百纳、蓝色火焰有能力、有意向承揽该业务
的，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应当立即通
知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该业务机会，并尽力促使该业务以合理的条
款和条件由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承接。
（3）如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或相关监管部门认定本合伙企业
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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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
其他公司将在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项
业务。如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本合伙企业及
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将无条件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
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
（4）本合伙企业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声明与承诺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华录百纳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将在本合伙企业之合伙人在华录百
纳、蓝色火焰及其下属企业任职期间以及该等合伙人自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及其
下属企业离职之日起 24 个月内长期有效。
如因本合伙企业或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上
述声明与承诺的，则本合伙企业承诺将违反该承诺所得的收入全部归华录百纳、
蓝色火焰所有，并向华录百纳及蓝色火焰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5、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为规范并减少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除李晖、师剑外，蓝色火焰原全体
自然人股东、机构股东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除李晖、师剑外，蓝色火焰原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
“（1）本人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华录百纳股东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
华录百纳（包括其控制的企业，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包括本
人全资、控股公司及本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下同）
将与华录百纳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和华录百纳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在公平合理和正常商业交易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并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和华录百纳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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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华录百纳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华录百纳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或谋求与华录百纳达成
交易的优先权利，不以任何形式损害华录百纳及其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承诺在华录百纳的股东大会对涉及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经营实体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本人承诺将不会要求和接受华录百纳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
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
（4）杜绝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以借款、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华录百纳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5）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华录百纳向本人及本人的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形
式的担保。
（6）本人保证将依照华录百纳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
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损害华录百纳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7）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
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承诺与保证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华录百纳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将在承诺人持有华录百纳股票期间
长期有效。
如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
致华录百纳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则本人同意承担因此给华录百纳造成
的一切损失。”
全体机构股东承诺：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华录百纳股东的义务，尽
量避免和减少与华录百纳（包括其控制的企业，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本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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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包括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全资、控股公司
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下同）将
与华录百纳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和华录百纳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在公平合理和正常商业交易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并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和华录百纳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证
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或谋求与华录百纳达成
交易的优先权利，不以任何形式损害华录百纳及其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在华录百纳的股东大会对涉及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将不会要求和接受华录百纳给予的与其在任何
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
（4）杜绝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经营实体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华录百纳的资金、资产的
行为。
（5）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华录百纳向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的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6）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将依照华录百纳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
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损害华录百纳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7）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
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承诺与保证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华录百纳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将在承诺人持有华录百纳股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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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有效。
如因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或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
实体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华录百纳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则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同意承担因此给华录百纳造成的一切损失。”
6、履行情况
（1）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蓝色火焰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关于北京华录百
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关于北
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2014、
2015、2016 年度蓝色火焰经审计实现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税收返还和政府补助不
予扣除）分别为 22,967.58 万元、22,762.36 万元、30,675.04 万元，蓝色火焰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累计净利润预测数（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税收返还和政府补助不予扣
除）为 76,250.00 万元，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为 76,404.98 万元，完成业
绩承诺。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违反股份锁定，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竞
业禁止相关承诺。
根据约定，胡刚及其亲属胡杰、李慧珍、蓝色火焰管理层股东本次认购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累计解锁（含本期及本期之前全部解
锁期）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蓝色火焰 100%股权事项中认购
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
蓝火投资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可解锁公
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者华录集团、苏州谦益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
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可解锁公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的 100%。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者李慧珍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可解锁公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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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0,440.1623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85%；
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6,058.1144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 18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首发后
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

是否基于
高管身份
申请锁定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是否
存在质押、冻
结

1

胡刚

34,673,523

11,557,841

0

是，任董
事

是，质押
11,514,318 股

2

胡杰

7,458,305

2,486,102

1,758,305

否

是，质押
727,797 股

3

李慧珍

28,076,697

15,334,003

3,426,697

否

是，质押
11,907,306 股

4

林豫松

5,088,511

1,696,170

188,511

否

是，质押
1,507,659 股

5

张亚红

3,780,037

1,260,012

1,260,012

否

否

6

赵明

726,931

242,311

6,931

否

是，质押
235,380 股

7

汪茂录

363,466

121,156

121,156

否

否

8

林锋发

218,081

72,694

72,694

否

否

9

刘蕾

218,081

72,694

72,694

否

否

10

胡笳

145,388

48,464

48,464

否

否

11

陈艳

109,039

36,346

36,346

否

否

12

李向辉

109,039

36,346

36,346

否

否

13

郑强

72,693

24,231

24,23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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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首发后
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

是否基于
高管身份
申请锁定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是否
存在质押、冻
结

14

金雪芬

43,617

14,539

14,539

否

否

15

赖开招

29,077

9,692

9,692

否

否

16

深圳市蓝火投
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30,288,759

18,173,255

288,759

否

是，质押
17,884,496 股

17

中国华录集团
有限公司

62,403,228

36,410,789

36,410,789

否

否

18

苏州谦益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16,804,978

16,804,978

16,804,978

否

否

190,609,450

104,401,623

60,581,144

-

-

合计

备注
上表中的“所持首发后限售股份总数”为截至本次解禁前股东所持有的限售
股份数量，不包含胡刚所持有的 300 万股高管锁定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根据华录百纳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广东蓝
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约
定，本期可解禁的股份数量。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本次解除限售数量”扣除质押、冻结、高管锁
定等情形后的股份数量。
具体说明如下：
1、胡刚，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32,105,114 股。2015 年 5 月，公
司以总股本 393,632,601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以
下简称“2015 年权益分派转增股本”），本次转增后，胡刚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
量变更为 57,789,205 股，并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
了共计 23,115,682 股。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
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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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
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
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
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
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23,115,682 股，本次解禁 11,557,841 股。胡刚本次解锁的
股份中有 11,514,318 股存在质押，且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禁股份将全部登
记为高管锁定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0 股。
2、胡杰，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6,905,837 股。2015 年 5 月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胡杰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12,430,507 股，并
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4,972,202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 股 份 数 × 60%- 以 前 年 度 已 经 解 锁 的 股 份 数 ， 以 前 年 度 已 经 解 禁 股 数 为
4,972,202 股，本次解禁 2,486,102 股。因胡杰本次解锁的股份中有 727,797 股存
在质押，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可上市流通，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758,305 股。
3、李慧珍，2014 年通过转让蓝色火焰股权取得股份对价 5,250,052 股，认
购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 12,448,133 股。2015 年 5 月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
李慧珍持有的因转让蓝色火焰股权取得股份数变更为 9,450,094 股，持有的配套
融资中认购的股份数变更为 22,406,639 股。其中，因转让蓝色火焰股权取得股份
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3,780,036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因转让蓝色火焰股权取得股份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
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
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
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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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
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3,780,036 股，本次解禁 1,890,020 股。根据《股份认购协
议》，认购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其可转让或
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60%，即 13,443,983 股，
本次合计解禁股数为 15,334,003 股。因本次解锁的股份中有 11,907,306 股存在质
押，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可上市流通 ，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3,426,697 股。
4、林豫松，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4,711,585 股。2015 年 5 月公
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林豫松持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8,480,853
股，并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3,392,342 股。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
之日起，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
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
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
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
为 3,392,342 股，本次解禁 1,696,170 股。因本次解锁的股份中有 1,507,659 股存
在质押，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可上市流通，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88,511 股。
5、张亚红，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3,500,035 股。2015 年 5 月公
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张亚红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6,300,063 股，
并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2,520,026 股。根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
起，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
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
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
据《盈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
全部公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2,520,026 股，本次解禁 1,260,012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2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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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6、赵明，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673,084 股。2015 年 5 月公司实
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赵明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1,211,551 股，并分
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484,620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484,620
股，本次解禁 242,311 股。因本次解锁的股份中有 235,380 股存在质押，该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可上市流通，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6,931 股。
7、汪茂录，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336,542 股。2015 年 5 月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汪茂录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605,775 股，并
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242,309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242,309
股，本次解禁 121,156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21,156 股。
8、林锋发，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201,926 股。2015 年 5 月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林锋发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363,467 股，并
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145,386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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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145,386
股，本次解禁 72,694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72,694 股。
9、刘蕾，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201,926 股。2015 年 5 月公司实
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刘蕾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363,467 股，并分别
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145,386 股。根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累
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
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数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145,386
股，本次解禁 72,694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72,694 股。
10、胡笳， 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134,617 股。2015 年 5 月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胡笳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242,311 股，并分
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96,923 股。根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累
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
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数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96,923
股，本次解禁 48,464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48,464 股。
11、陈艳， 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100,963 股。2015 年 5 月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陈艳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181,733 股，并分
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72,694 股。根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累
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
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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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72,694
股，本次解禁 36,346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36,346 股。
12、李向辉， 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100,963 股。2015 年 5 月公
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李向辉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181,733 股，
并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72,694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72,694
股，本次解禁 36,346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36,346 股。
13、郑强， 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67,309 股。2015 年 5 月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郑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121,156 股，并分
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48,463 股。根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累
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
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数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48,463
股，本次解禁 24,231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24,231 股。
14、金雪芬， 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40,386 股。2015 年 5 月公
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金雪芬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72,695 股，
并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29,078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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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29,078
股，本次解禁 14,539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4,539 股。
15、赖开招， 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26,924 股。2015 年 5 月公
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赖开招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48,463 股，
并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及 2016 年 11 月 7 日解禁了共计 19,386 股。根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
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累计解锁股份
数=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
司股份数×60%-以前年度已经解锁的股份数，以前年度已经解禁股数为 19,386
股，本次解禁 9,692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9,692 股。
16、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2014 年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 16,827,088 股。2015 年 5 月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蓝火投资所持有
的上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30,288,759 股。本次为首次解禁，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蓝火投
资当年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本次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60%，如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
股份，即：解锁股份数=蓝火投资本次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数×60%-已补偿
股份数。由于本次解禁前，根据《盈利补偿协议》没有触发补偿股份的情况，因
此，本次解锁股份数=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60%，即 18,173,255 股。因本次
解锁的股份中有 17,884,496 股存在质押，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方可上市流通，
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288,759 股。
17 、 中 国 华 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2014 年 通 过 认 购 配 套 融 资 发 行 的 股 份
20,228,216 股。2015 年 5 月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华录集团所持有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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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36,410,789 股。根据《股份认购协议》，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
司因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而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不
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现锁定期届满，解禁全部股份共计
36,410,789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36,410,789 股。
18、苏州谦益投资企业（有限合伙），2014 年通过认购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
9,336,099 股。2015 年 5 月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后，苏州谦益所持有的上
述股份数量变更为 16,804,978 股。根据《股份认购协议》，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
司因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而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不
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现锁定期届满，解禁全部股份共计
16,804,978 股，本次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6,804,978 股。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份数量
（股）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首发后限售
股

308,721,506

本次变动（股）
增加
11,557,841

268,539,506

减少

变动后股份数量
（股）

104,401,623

215,877,724

104,401,623

164,137,883

高管锁定股

40,182,000

11,557,841

51,739,841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503,739,670

92,843,782

596,583,452

三、总股本

812,461,176

812,461,176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认为，华录百纳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
行了其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股份锁定及其他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
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独
立财务顾问同意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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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任何违规担保。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创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关于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
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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