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0555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19-060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补充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神州

信息”）于2019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6）和持股5%以上股东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萍乡信锐”、“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9

年7月8日，公司收到萍乡信锐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对《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补充更正（补充更正内容字体加粗显示），现将补充更正

内容公告如下： 

一、补充更正相关情况 

（一）关于 “第一节  释义”的补充更正 

补充更正前: 

神州信息/上市公司/公司 指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萍乡信锐 指 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补充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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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信息/上市公司/公司 指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萍乡信锐 指 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

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等

原因导致发生被动稀释或变动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

造成。 

 

（二）关于“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

况”的补充更正 

补充更正前: 

“公司名称：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东大街新城路 82号东大街办事处 11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一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75107909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审批）；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及服务；技术推广及服务。（以上项目均不含证券、

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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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8日-2031年5月17日” 

补充更正后： 

“公司名称：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东大街新城路 82号东大街办事处 11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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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75107909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审批）；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及服务；技术推广及服务。（以上项目均不含证券、

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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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 18 日-2031年 5月 17日 

有限合伙人及持股比例情况：有限合伙人周一兵（21.42%） 

普通合伙人及持股比例情况：郭为（28.95%）、林杨（25.78%）、何文潮（13.22%）、

李鸿春（1.27%）、梁昭（1.27%）、刘盛蕤（1.09%）、王德伟（1.09%）、厉军（0.94%）、

任玉龙（0.52%）、许克勤（0.42%）、张大鹏（0.42%）、赵文甫（0.42%）、郭新

宝（0.37%）、闫光明（0.31%）、刘遥（0.31%）、吴斌（0.31%）、李响（0.31%）、

王晓兵（0.31%）、黄晨（0.31%）、马荣增（0.31%）、薛志鹏（0.31%）、任军（0.26%）、

谢耘（0.08%）” 

 

（三）关于“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之“一、本次权益变动

的目的”的补充更正 

补充更正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的经营发展而减持神州信息股份。” 

补充更正后： 

“自 2013 年所持公司股份上市之日至 2016 年，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98.6%股权，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自2017年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经营计划需要而减持神州信息股

份。” 

 

（四）关于“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之“一、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的补充更正 

补充更正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萍乡信锐持有神州信息 119,021,176 股，占神州信息总股

本的 12.3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神州信息 52,101,765股，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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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信息总股本的 5.41%。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为持有神州信息 5%以上股

份的股东。” 

补充更正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神州信息无限售流通股

52,101,765 股，占神州信息总股本的 5.41%。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为持

有神州信息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五）关于“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之 “二、信息披露义务

人权益变动情况及方式”的补充更正 

补充更正前: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期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萍乡信

锐 

集中竞价交

易 

2017年 12月 25日到 2019年

5月 17日止 
13.26 42,069,411 4.37 

大宗交易 
2018年 4月 25日到 2019年 1

月 15日止 
9.34 24,850,000 2.58 

合计 - - 66,919,411 6.95 

2、本次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神州信息股份权益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萍乡信

锐 

合计持有股份 119,021,176 12.35 52,101,765 5.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021,176 12.35 52,101,765 5.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补充更正后： 

（一）2013 年 12 月，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原神州数码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神州信息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9,510,588 股，占神州信息总股本的 13.80%。 

（二）2014 年 12 月 25 日年至 2016 年 12 月 29 日期间，因神州信息通过发行

股份收购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发行股份收购南京华苏科技

有限公司 98.6%股权，非公开发行及配套募集股份上市流通，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 1.45%，持股比例被动降至 12.35%。 

（三）2017 年 1 月 24 日，所持股份全部解除限售。自 2017 年至本报告书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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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经营的需求，依据《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的要求陆续减持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通过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66,919,411 股，占神州信息总股本的

6.95%，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52,101,76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1%。减持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期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萍乡信锐 

集中竞价交易 
2017年 12 月 25日 

到 2019年 5月 17日止 
13.26 42,069,411 4.37 

大宗交易 
2018年 4 月 25 日 

到 2019年 1月 15日止 
9.34 24,850,000 2.58 

合计 - - 66,919,411 6.95 

注：截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累计减

持神州信息股份 34,343,012 股，占神州信息总股本的 3.56%。加上前期因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及配套募集股份上市流通被动稀释 1.45%，本公司所持股份已累计减持

5.01%。 

 

（四）本次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神州信息股份权益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萍乡信

锐 

合计持有股份 59,510,588 13.80 52,101,765 5.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2,101,765 5.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59,510,588 13.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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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补充更正 

补充更正前：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19,021,176 股 

持股比例：12.3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66,919,411 股 

变动比例：6.95%  

本次权益变动后，总持股数量：52,101,765 股，总持股比例：5.41% 

 

 

 

 

 

补充更正后：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

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9,510,588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数量） 

持股比例：13.8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66,919,411 股 

变动比例：8.39%（其中：被动稀释比例为 1.44%，主动减持比例为 6.95%） 

本次权益变动后，总持股数量：52,101,765 股，总持股比例：5.41% 

 

 

二、备查文件 

1、萍乡信锐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