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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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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大股东吴建新会同公司股东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和陈永生

将持有的公司 27,792,05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协

议转让给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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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3、转让完成后，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公司股份

66,280,7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4%，宁波聚源瑞利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

股东，吴建新持股比例将由 11.26%下降至 8.46%，成为上市公司第三大股东。 

4、本次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转让方和受让方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等相关规定。 

5、本次转让尚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合规性审核，并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2019年 3月 28日，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

司”、“江苏神通”）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吴建新和公司股东张逸芳、黄高杨、郁

正涛、陈永生的通知，前述股东共同与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聚源瑞利”）签订了《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A 股之股份转让协议书》，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陈永生分别将持

有的江苏神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601,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



4,923,5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3,945,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1%）、

3,872,0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1,449,7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宁波聚源瑞利。 

2019年 3月 28日，宁波聚源瑞利通过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方式增持上市公

司股票，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价格

（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 

宁波聚源瑞利 
大宗交易 2019-3-28 7.1 14,200,000 2.92 

协议转让 2019-3-28 7.1 27,792,056 5.72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吴建新 54,713,212  11.26 41,111,592 8.46 

宁波聚源瑞利 24,288,667 5.00 66,280,723 13.64 

张逸芳    19,694,242  4.05 14,770,682 3.04 

黄高杨    15,780,501  3.25 11,835,376 2.44 

郁正涛  15,488,110  3.19 11,616,083 2.39 

陈永生 5,798,896 1.19 4,349,172 0.89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 1：吴建新 

身份证号：3206261965******16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幸福二村 

吴建新现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职务。 

转让方 2：张逸芳 

身份证号：3206261963******2X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都城河花苑 

张逸芳现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总裁职务。 

转让方 3：黄高杨 

身份证号：3206261962******11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和平新村 

黄高杨现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 

转让方 4：郁正涛 

身份证号：3206261969******59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协兴北街 88 号 

郁正涛现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 

转让方 5：陈永生 

身份证号：3206261958******10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紫薇中路 578 号 

陈永生现担任上市公司监事职务。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H0721 

执行事务合伙人：韩力 

认缴出资额（万元）：85,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CLBXT3N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长期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韩力 普通合伙人 80,000 94.12 货币 

王志娟 有限合伙人 5,000 5.88 货币 



合计 85,000 100 / 

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姓名 韩力 

身份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1302031987*****317 

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韩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02031987*****317 

长期居住地 北京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任职经历 

2018年 12月 24 日至今，任宁波聚源瑞利执行事务合伙人。目前兼任中

国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财务官及副总经理、北京津西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东方绿源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天津新亚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

理、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及经理、河北津

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河北津西钢铁集团重工科技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河北津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

执行董事、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然人合伙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志娟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02271987*****420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任职经历 

2018年 12月 24 日至今，任宁波聚源瑞利有限合伙人。目前兼任唐山市

丰南区京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同方生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北京汇和瑞益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及东方智益（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事项。 

经查询，受让方宁波聚源瑞利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韩力和自然人合伙人王志

娟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关联关系情况 



转让方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陈永生与受让方宁波聚源瑞利及

其合伙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受让方资金来源情况 

受让方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各合伙人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

资到宁波聚源瑞利的出资款，并保证资金来源合法。 

三、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3 月 28 日，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陈永生与宁波聚源

瑞利在江苏省启东市签署了《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A 股之股

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 1：吴建新 

转让方 2：张逸芳 

转让方 3：黄高杨 

转让方 4：郁正涛 

转让方 5：陈永生 

受让方：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转让标的 

转让方拟转让的、受让方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共 27,792,056 股，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 5.72%。其中，吴建新同意将其持有的江苏神通股份 13,601,6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宁波聚源

瑞利；张逸芳同意将其持有的江苏神通股份 4,923,5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宁波聚源瑞利；黄高杨同意将其

持有的江苏神通股份 3,945,1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1%以及由此所衍生的

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宁波聚源瑞利；郁正涛同意将其持有的江苏神通股份

3,872,0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

给宁波聚源瑞利；陈永生同意将其持有的江苏神通股份 1,449,72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3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宁波聚源瑞利。 

3、协议转让价格 

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每股价格为 7.10 元。宁

波聚源瑞利需向吴建新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96,571,502.00 元（大写：

玖仟陆佰伍拾柒万壹仟伍佰零贰元）；宁波聚源瑞利向张逸芳支付的标的股份转

让总价款为 34,957,276.00 元（大写：叁仟肆佰玖拾伍万柒仟贰佰柒拾陆元）；

宁波聚源瑞利向黄高杨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28,010,387.50 元（大写：

贰仟捌佰零壹万零叁佰捌拾柒元伍角）；宁波聚源瑞利向郁正涛支付的标的股份

转让总价款为 27,491,391.70 元（大写：贰仟柒佰肆拾玖万壹仟叁佰玖拾壹元柒

角元）；宁波聚源瑞利向陈永生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10,293,040.40 元

（大写：壹仟零贰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肆角）。 

4、转让方式及转让款支付 

本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并且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公开披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25%的股份转让款。 

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取得交易所的确认意见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向

登记结算公司提交符合办理标的股份过户要求的全部文件，受让方应在转让方提

交文件前向转让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50%的股份转让款。 

受让方收购的标的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五日内（含完成登记当

日），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5、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聚源瑞利将持有公司股份 66,280,72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3.64%，宁波聚源瑞利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吴建新将持股公

司股份 41,111,592 股，占总股本的 8.46%，吴建新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三大股东。 

2、本次股份转让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宁波聚源瑞利本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主要系因看好江苏神通所在行业的

未来发展前景，认可江苏神通的长期投资价值。 

五、转让方关于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方面的承诺履行情况 

1、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在江苏神通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关

于股份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 2013年 6月 23日，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

郁正涛本次转让股份不存在违反该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2、陈永生在江苏神通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关于股份锁定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 2011年 6月 23日，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陈永生本次转让股份不存

在违反该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3、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陈永生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且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项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

郁正涛、陈永生本次转让股份数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24.86%、25.00%、

25.00%、25.00%、25.00%，不存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4、吴建新认购了公司 2017 年 2月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其承诺：所认购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项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吴建新本次转让股份，不

存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5、本次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各转让方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

涛、陈永生不存在应履行未履行的其他承诺，也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其他

情形。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号）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转让方及受让方在包括转让方式、

转让数量、交易价格和转让比例等方面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相关规定，并且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义

务。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宁波聚源瑞利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宁波

聚源瑞利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 

3、本次协议转让之股份受让方宁波聚源瑞利保证其用于支付标的股份受让

价款的资金来源合法。 

4、本次权益变动需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能否通过前述合规

性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次权益变动须经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

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七、备查文件 

1、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陈永生与宁波聚源瑞利签署的《关

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A 股之股份转让协议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聚源瑞利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吴建新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