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6 

债券代码：128009         债券简称：歌尔转债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歌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09）转股期为2015年6月19日至2020年12月11日； 

转股价格为26.23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16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4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12

月12日公开发行了2,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50,000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4]485号文同意，公司 250,000 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歌尔转

债”，债券代码“128009”。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约定，歌尔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本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15年6月19日至2020年12月11日

止）。初始转股价格为26.43元/股。 

2015年6月3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歌尔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2015年6月20日，公司公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歌尔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歌尔转债回

售数量为20张，回售金额为2,004.00元。歌尔转债挂牌交易数量变更为

24,999,980张。 

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歌尔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5年6月12日起由原来的26.43元/股调整为26.33

元/股。 

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歌尔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6年6月15日起由原来的26.33元/股调整为26.23

元/股。 

二、歌尔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歌尔转债尚有2,495,113,700元挂牌交易。2016年第二

季度，歌尔转债因转股减少900,300元，转股数量为34,172股，剩余可转债余额

为2,495,113,700元。公司2016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2016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或非流通股） 
258,441,746 16.93         258,441,746 16.93 

高管锁定股 258,441,746 16.93         258,441,746 16.93 

二、无限售流通

股 
1,268,139,602 83.07       34,172 34,172 1,268,173,774 83.07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         0 0 

三、总股本 1,526,581,348 100       34,172 34,172 1,526,615,520 100 

三、公司股东持股及可转债持有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

料，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1、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166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潍坊歌尔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25.55 390,028,684  390,028,684 质押 19,928,684 

姜滨 
境内自然

人 
17.59 268,600,500 

201,450,37

5 
67,150,125   

姜龙 
境内自然

人 
3.29 50,276,000 37,707,000 12,569,000   

华泰证券资

管－浦发银

行－华泰－

歌尔“家园 1

号”员工持股

计划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

财产品等 
1.94 29,579,500  29,579,500   

挪威中央银

行－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1.21 18,424,445  18,424,445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淡水泉精选 1

期 

基金、理

财产品等 
1.15 17,502,343  17,502,343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5,786,900  15,786,900   

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投资精英

之淡水泉 

基金、理

财产品等 
0.96 14,652,793  14,652,793   

淡水泉（北

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淡水泉成长

基金 1 期 

基金、理

财产品等 
0.96 14,618,046  14,618,046   

瑞士信贷（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13,715,159  13,715,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

的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390,028,684 人民币普通股 390,028,684 

姜滨 67,150,125 人民币普通股 67,150,125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

－歌尔“家园 1 号”员工持股计

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5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9,5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8,424,445 人民币普通股 18,424,44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淡水泉精选 1 期 
17,502,343 人民币普通股 17,502,34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8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6,9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

英之淡水泉 
14,65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4,652,793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淡水泉成长基金 1期 
14,618,046 人民币普通股 14,618,046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13,715,159 人民币普通股 13,715,159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托－歌尔声学“家园 2 号”

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021,748 人民币普通股 13,021,748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

姜龙控制的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0,028,684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0 股，合计持有

390,028,684 股。 

2、截止2016年6月30日，歌尔转债前10名持有人情况 

可转债总数（张） 24,951,137 

报告期末可转债持有人总数（户） 1,426 

序号 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有债券数量（张） 持有比例(%)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安

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15,619 9.28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广利

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1,244 6.74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信用

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30,470 3.73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可转

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15,437 3.67 

5 
融通基金－工商银行－融通融信 3 号特

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50,540 3.41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

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2,166 2.61 



7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77,806 1.91 

8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3,260 1.86 

9 
平安安益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3,157 1.86 

1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448,542 1.80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536-8525688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歌尔股份”股东名册及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歌尔转债”债券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