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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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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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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

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265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要求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相关事项做书面说明。收到

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根据问询函的要求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就有关事项询问了

相关人员，且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作出了书面回

复，现将有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吴建新是否与聚源瑞利签订其他协议，是否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对表

决权委托部分股权的后续转让计划、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或计划。如有，请及

时对外披露，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吴建新与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源瑞利”）

及其关联方签署的协议如下： 

（1）吴建新、湖州风林火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风

林火山”）与聚源瑞利的关联方宁波瑞和智慧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和 2018 年 12 月 24 日签署了《股票质押合同》，吴建新将上市公司

4,103.49 万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8.45%）、风林火山将上市公司

2,460 万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质押给宁波瑞和智慧投资有

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江苏神通于 2018年 12月 22日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和 2018年 12月 26日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 

（2）吴建新、张逸芳、黄高杨、郁正涛、陈永生与聚源瑞利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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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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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80%）、4,923,56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1.01%）、3,945,1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1%）、3,872,027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0%）、1,449,724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聚源瑞利。具体情况详见江苏神通于 2019 年 3月 29日发布

的《关于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5）； 

（3）吴建新与聚源瑞利于 2019 年 7 月 2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根

据该协议，吴建新委托聚源瑞利行使其所持有的 41,111,592 股股份表决权，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8.46%，若吴建新在《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减持其持有的

江苏神通股份，减持后吴建新持有的剩余股份的表决权仍委托聚源瑞利行使，吴

建新所持的江苏神通股份因转增、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则委托表决股份相应增

加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也一并计入委托表决股份，均委托聚源瑞利行使表决权。

具体情况详见江苏神通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

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上述三份协议中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对表决权委托部分股权的后续转让

计划、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或计划。除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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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委托协议》和《股票质押合同》外，吴建新

未与聚源瑞利及其关联方签订其他协议，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对表决权委托

部分股权的后续受让计划、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或计划。 

律师通过访谈吴建新和聚源瑞利执行事务合伙人，查阅相关协议、江苏神通

相关公告、江苏神通和吴建新及聚源瑞利出具的声明等方式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吴建新与聚源瑞利已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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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委托协议》，吴建新、风林火山与聚源瑞利的关联方宁波瑞和智

慧投资有限公司已签署《股票质押合同》，除此之外，吴建新未与聚源瑞利及其

关联方签订其他协议，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对表决权委托部分股权的后续转

让计划、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或计划。 

 

2、相关公告称，不排除吴建新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可能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进而导致聚源瑞利实际控制上市公司表决权股份的减少，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控

制权不稳定的风险。请说明聚源瑞利为避免控制权不稳定事项发生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 

【回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进一步稳定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聚源瑞利及其

实际控制人韩力拟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之范围内采取如下措施： 

（1）聚源瑞利将严格遵守深交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于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限售的有关要求，并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

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聚源瑞利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不排除将根据上

市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在未来合适时间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合适方式进一步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巩固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聚源瑞利及其实际控制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适时促进完成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的

改选工作。从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巩固及稳定对于公司的管理及

控制。此外，为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聚源瑞利之实际控制人韩力作出了

关于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具体如下： 

“一、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本人将按照《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规定行使受

托表决权，并积极保证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其它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股份数量，并维持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地位。 

二、在前述期限内，如出现任何可能危及本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

本人将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维持上市公司控制

权。” 

（4）同时，风林火山作出了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具体如下： 

“在韩力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 

一、不主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以谋取实际控制权； 



二、不单独或与任何方协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实际形成一

致行动等）对韩力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形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三、如有必要，将采取一切有利于韩力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的合法、

合规的行动，对韩力提供支持； 

四、如违反上述承诺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应无条件将相应股份表决权委托

给宁波聚源瑞利，或按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监管要求减持。” 

（5）2019 年 7 月 8 日，江苏神通发布《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吴建新先生继续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因此吴建新所持有的江苏神通股份将继续受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相关要求的限制。未来若吴建新减持股份，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

定及交易所有关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聚源瑞利各股东的出资来源以及出资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借

款的情形（如有，请详细说明借款方、借款期限、成本、还款安排以及借贷各

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已经认缴到位，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关

系、利益分配，聚源瑞利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等。 

【回复】 

（1）聚源瑞利各股东的出资来源 

聚源瑞利成立于 2018年 12 月 24日，截至目前，聚源瑞利的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姓名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韩力 普通合伙人 80,000 60,530 94.12 货币 

王志娟 有限合伙人 5,000 0 5.88 货币 

合计 85,000 60,530 100 - 

根据聚源瑞利合伙协议约定，韩力和王志娟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截至本回

复签署之日，韩力共实缴出资 60,530 万元，王志娟尚未实际出资。其中，韩力

于 2019 年 3月 18日出资 26,000 万元，2019年 4月 3日出资 3,000万元，2019

年 4 月 16 日出资 15,000 万元，2019 年 5 月 23 日出资 2,800 万元，2019 年 6

月 17 日出资 5,500 万元，2019 年 6 月 26 日出资 8,230 万元。根据韩力出具的

说明，韩力出资款系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借款的情形。 



（2）聚源瑞利各合伙人间的权利义务等安排 

根据聚源瑞利合伙协议约定，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利益分配情况如下： 

1）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合伙人韩力为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其他合

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参加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

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2）企业的利润和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出资比例分配和分担。 

（3）聚源瑞利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 

根据聚源瑞利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

伙人一人一票表决权；除法律、法规、规章和合伙协议另有规定以外，决议应经

全体合伙人过半数表决通过。 

 

4、除已披露的信息外，聚源瑞利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

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江苏神通持股 5%以上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578,557 17.00% 

2 湖州风林火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991,938 16.47% 

3 吴建新 41,111,592 8.46%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江苏神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性别 年龄 

吴建新 董事长 现任 男 54 

张逸芳 董事、总裁 现任 女 56 

黄高杨 董事、副总裁 现任 男 57 

郁正涛 董事、副总裁 现任 男 50 

张宗列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64 

王德忠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57 

肖波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51 

陈永生 监事、工会主席 现任 男 61 

沈婷 监事 现任 女 31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性别 年龄 

马冬梅 职工监事 现任 女 44 

张立宏 副总裁 现任 男 44 

章其强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现任 男 39 

缪宁 副总裁 现任 男 55 

李曙 副总裁 现任 女 61 

邢懿 副总裁 现任 男 45 

陈林 副总裁 现任 男 35 

林冬香 财务总监 现任 女 46 

经自查，聚源瑞利与江苏神通、江苏神通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江苏神通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吴建新与聚源瑞利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吴建新与聚源瑞利在表

决权委托期限内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根据风林火山、吴建新与宁波瑞和智慧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风林火山、吴建新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24,600,000 股股份、41,034,900 股份质押给宁波瑞和智慧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瑞和智慧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控股股东为北京津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而北京津

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韩力之关联企业。除上述情形外，聚源瑞利与江苏神通、

江苏神通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江苏神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聚源瑞利的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韩力 普通合伙人 80,000 60,530 94.12 货币 

王志娟 有限合伙人 5,000 0 5.88 货币 

合计 85,000  100 - 

根据韩力及王志娟出具的声明，除已披露的表决权委托安排及股票质押情形

及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外，聚源瑞利的合伙人韩力及王志娟与江苏神通、江苏神

通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江苏神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财务顾问国泰君安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查阅相关协议、江苏神通相关公

告、聚源瑞利及江苏神通出具的声明等方式进行了核查。经核查，聚源瑞利与江



苏神通、江苏神通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江苏神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吴建新与聚源瑞利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吴建新

与聚源瑞利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根据风林火山、吴建新

与宁波瑞和智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风林火山、吴建新分别

将其持有的公司 24,600,000股股份、41,034,900股份质押给宁波瑞和智慧投资

有限公司，宁波瑞和智慧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控股股东为北京津西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而北京津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韩力之关联企业。除上述情形外，聚源瑞

利与江苏神通、江苏神通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江苏神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5、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