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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地 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合康新能 

股 票 代 码： 300048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锦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变动性质：  减少  

签 署 日 期：   2019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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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

则 15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康

新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康新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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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刘锦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合康新能     指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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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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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概况 

1、姓名：刘锦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1061965********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沙溪大道珊瑚湾畔碧湖径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2、名称：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广福大道 73 号人防办 403 室 

法定代表人：刘九成 

注册资本：3500 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66139583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科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节能设备研发；太阳能、

风能发电设备、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电器成套设备、电器配件、电线电缆、照明电器、

电力电子元器件、电源设备、高低压配电柜、防爆电器、矿用电器研发、制造、加工、

销售；货物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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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4 年 0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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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或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刘锦成、许碧。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概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居留权 

刘锦成 男 中国 执行董事 广州 否 

刘九成 男 中国 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广州 否 

许碧 女 中国 监事 广州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一致行动人相关的说明 

刘锦成系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发生前，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股权上存在如下关系： 

5.18%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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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刘锦成及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自身资金周转需要，自 2017 年 5 月 26 日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减持所持有的合康新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锦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

星科技有限公司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转让其持有的合康新能股份的可能，并

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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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2017 年 5 月 26 日，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刘锦

成以及叶进吾签署了《一致行动解除协议》，解除四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声明与

承诺》及《协议书》，以及基于一致行动关系而做出的相关承诺。《一致行动解除协议》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刘锦成以

及叶进吾将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详情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的《关于解除一

致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5）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锦成、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的持

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单位：股） 

在本公司  

的持股比例 

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 57,960,000 7.36% 

刘锦成 40,760,000 5.18% 

合计 98,720,000 12.5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刘锦成 

集合竞价 2019-02-12 2.47 175,000 0.0156% 

集合竞价 2019-02-13 2.50 412,000 0.0366% 

集合竞价 2019-03-11 3.13 256,200 0.0228% 

林芝市明珠星

科技有限公司 

集合竞价 2019-02-27 2.84 3,802,691 0.3382% 

集合竞价 2019-02-28 2.85 2,277,411 0.2025% 

集合竞价 2019-03-01 2.78 1,474,406 0.1311% 

集合竞价 2019-03-04 2.92 1,003,202 0.0892% 

集合竞价 2019-03-05 2.94 705,889 0.0628% 

集合竞价 2019-03-06 3.19 506,640 0.0451% 

集合竞价 2019-03-07 3.39 371,206 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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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竞价 2019-03-08 3.25 59,625 0.0053% 

集合竞价 2019-03-11 3.16 200,000 0.0178% 

大宗交易 2019-03-19 2.9 5,600,000 0.4980% 

大宗交易 2019-03-20 2.9 3,000,000 0.2668% 

大宗交易 2019-03-21 2.9 1,931,166 0.1717% 

大宗交易 2019-03-22 2.9 1,332,462 0.1185% 

大宗交易 2019-03-25 2.9 1,270,330 0.1130% 

大宗交易 2019-04-26 3.3 715,593 0.0636% 

大宗交易 2019-04-28 3.3 560,506 0.0498% 

集合竞价 2019-05-13 3.2 48,739 0.0043% 

集合竞价 2019-05-14 3.08 45,353 0.0040% 

集合竞价 2019-05-15 3.13 17,980 0.0016% 

大宗交易 2019-05-20 2.80 433,800 0.0386% 

大宗交易 2019-05-21 2.75 354,200 0.0315% 

集合竞价 2019-05-29 2.91 2,202,004 0.1958% 

集合竞价 2019-06-03 2.83 2,300,000 0.2046% 

集合竞价 2019-06-04 2.81 2,676,200 0.2380% 

大宗交易 2019-06-21 2.70 1,200,000 0.1067% 

集合竞价 2019-07-12 2.81 3,850,000 0.3424% 

大宗交易 2019-07-15 2.70 8,800,000 0.7826% 

大宗交易 2019-07-16 2.70 1,200,000 0.1067% 

大宗交易 2019-07-17 2.70 5,170,000 0.4598% 

限制性股票激励导致股权被稀释 0.248% 

合计 53,952,603 5.046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变动前后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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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刘锦成 

合计持有股份 4076 5.18% 5622.08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22.08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76 5.18% 0 0 

林芝市明珠

星科技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796 7.36% 2803.46 2.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796 7.36% 2803.46 2.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锦成持有公司股份 5622.08 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00%，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257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29%。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803.4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9%，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2800 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 2.49%。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锦成及其一

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卖出合康新能股份 53,952,603 股，详见本报

告书“第四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的说明。除前述已经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锦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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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其他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刘锦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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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合康新能证券投资部 

2、联系电话：010-59180256 

3、联系人：邵篪 

 

 

 

刘锦成（签章）：            

 

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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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合康新能 股票代码 30004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刘锦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市明珠星

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

系地址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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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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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本次减持前，刘锦成持股数量：40,760,000股，占上市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5.18% 

本次减持前，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数量：57,960,000股，占上市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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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刘锦成持股数量：56,22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数量：28,034,6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2.4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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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继续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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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锦成（签章）：_____________              

 

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签章）：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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