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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1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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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

司股东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投资”）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古少明先生的通知，基于公司长远发展考虑，为帮助公司引进战略投资

者，古少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宝信投资 9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市建”），古启鑫先生将其持有的宝信投资 5%股权转让给深圳

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惠投资”），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权益变动情况 

近日，深圳市建、嘉惠投资分别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古少明先生、古启鑫

先生持有的宝信投资 100%的股权。宝信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144,100,48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74%，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古少明先生是一致行动人

关系。本次交易后，古少明先生、古启鑫先生不再通过宝信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深圳市建将通过宝信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36,895,4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1%，嘉惠投资将通过宝信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7,205,02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54%。 

1、本次权益变动前，古少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28,356,19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4.48%；通过《宝鹰大股东增持计划 1 号》持有本公司股份

5,060,5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通过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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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 65,702,6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通过宝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36,895,4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1%。因此，古少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总共持

有本公司股份 536,014,8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6%，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510,535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82%；一致行动人宝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44,100,48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74%；一致行动人吴玉琼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7,412,57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一致行动人古少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347,55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一致行动人古少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22,3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一致行动人古朴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22,34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24%。 

因此，古少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54,232,56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8.78%。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东结构图如下： 

 

古朴 深圳市宝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贤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45% 42.13%6.24%

10.74% 11.82%

古启慧古少明 其他股东

古少扬 吴玉琼 古少波

0.24% 0.24% 0.32%

古朴

10.18%

宝鹰大股东增

持计划1号

古少明

100%

0.38%

95%

古启鑫古少明

5%

24.48% 0.55%

古少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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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少明古朴 深圳市宝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贤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45% 42.13%6.24%

10.74% 11.82%

古启慧古少明 其他股东

古少扬 吴玉琼 古少波

0.24% 0.24% 0.32%

古朴

10.18%

宝鹰大股东增

持计划1号

古少明

100%

0.38%

95% 5%

24.48% 0.55%

深圳市建筑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翠浩天
投资有限公司

黄华新江炳坤 林雪王忠新

50%50%

85.0027% 14.9966% 0.0007%

李景书张宗尉

97.34% 2.66%

深圳市嘉惠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2、上述权益变动后，古少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总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99,119,3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6%，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根据古少明先生与宝信投资于公司 2013 年度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签

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本次交易后，双方仍然是一致行动人关系。因此，古少明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654,232,5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8%。 

本次权益变动仅涉及宝信投资的股权结构的调整，宝信投资直接持有宝鹰股

份股份数不变。 

（注：以上各股东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数值均保

留两位小数，若有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3、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深圳市建成立于 1981 年 05 月 04 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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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坳三路梅林办公楼，法定代表人为江炳坤，注册资本为 144,7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业务；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业务；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业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业务；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业务；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业务；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凭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经营）；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信

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承包境外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地基与基础、土石方、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物业租赁。 

深圳市建始创于 1952 年，现为国内大型施工企业，具备四个“一级”工程

承包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工程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房建、市政、装饰装修、

地基基础、水利、消防、钢构、机电、环保、园林等，市场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

市。深圳市建是深圳市“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 AAA 信用企业”、“全国质

量 AAA 单位”、“中国建筑业 100 强企业”，先后高质量承建了深圳书城、深

圳大学城、深航国际酒店、深圳创业立交桥、深圳地铁、深港西部通道、香港大

学深圳医院、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工程，创下了近百项深圳市、广东省以及其他

省市优良优质样板工程、双优文明工地，并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及国家市政金杯

奖项等。 

4、深圳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嘉惠投资成立于 2006 年 08 月 14 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北梅

林坳三路梅林办公楼 102，法定代表人为王忠新，注册资本为 11,28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嘉惠投资与深圳市建就所受让的宝信投资股权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双方

构成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 古少明（以下简称甲方 1）、古启鑫（以下简称甲方 2）   

受让方：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市建”或乙方 1）、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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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嘉惠投资”或乙方 2） 

（以上甲方 1、甲方 2 合称甲方或转让方；乙方 1、乙方 2 合称乙方或受让

方）  

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

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古少明占有宝信投资 9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 1 应出资

人民币 950万元。现甲方 1将其持有的公司 95%的股权以约定条件转让给深圳市

建。 

2、古启鑫占有宝信投资 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 2应出资人

民币 50万元。现甲方 2将其持有的公司 5%的股权以约定条件转让给嘉惠投资。 

3、甲乙双方同意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并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

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

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宝信投资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1、股权过户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宝信投资的利润，分担相应的

风险及亏损。 

2、如因甲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乙方有关宝信投资在股权转让

前所负债务，致使乙方在成为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

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

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一向乙

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

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3、如乙方不能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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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

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六）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公证、评估或审计等费用），由

甲方承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在深圳进行仲裁。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需依法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取

得批准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 

三、权益变动目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古少明先生为公司长远发展考虑，一方面优化上市公司的股

东结构，引进实力战略投资者，另一方面利用深圳市建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

优势，加快实施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本次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深圳市建有利于借助其在建筑行业领域的经验和资

源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更好的发挥协同和整合效应，从而实现强强联合，

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希望借助双方的资源优势，帮助公司做大做强，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直接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本次权益变

动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深圳市建、嘉惠投资均不属于 “失信被

执行人”。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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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