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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邹承慧合计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677,732,200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80.34%，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的通知，获悉爱康实业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的质

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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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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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康实业 674,742,000 15.03% 508,906,000 75.42% 11.34% 0 0 0 0 

邹承慧 121,846,200 2.71% 121,846,200 100.00% 2.71% 0 0 0 0 

江阴爱康

投资有限

公司 

46,980,000 1.05% 46,980,000 100.00% 1.05% 0 0 0 0 

合  计 843,568,200 18.79% 677,732,200 80.34% 15.09%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

4,500 万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3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对应融资余额为 4,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

13,363 万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5.8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8%，对应融资余额为 10,000 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

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

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 

（1）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203 室 



主要办公地点：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203 室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净化设备、

空气净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

售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办公设备

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

务；企业财税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珠宝首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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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情况：从事能源产品的贸易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1-12 月 2019.9.30/2019 年 1-9 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324,278.60   325,741.01  

负债总额  199,438.13   197,022.41  

营业收入  171,530.03   220,343.26  

净利润  2,710.14   3,87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6.25   20,871.02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61.50% 60.48% 

流动比率 43.00% 46.00% 

速动比率 43.00% 46.00%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9.00% 23.00% 

（2）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 1005 号 



主要办公地点：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 1005 号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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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1-12 月 2019.9.30/2019 年 1-9 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6,870.64  7,735.44  

负债总额 6,708.10  7,554.02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54.52  1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  0.93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97.63% 97.65% 

流动比率 88.04% 89.63% 

速动比率 88.04% 89.6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03% 1.58% 

6、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 

姓名 性别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 

邹承慧 男 江苏省江阴市 

担任爱康实业执行董事 

担任爱康科技董事长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7、最近一年爱康实业、爱康投资、邹承慧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

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情况。综合考虑企业运营情况、银行授信情况、股东自身的资金实力等因素，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8、本次股份质押是为爱康实业的应付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总体风险处于可控水平，其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不会出现因股份质押风险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风险。质押到期前，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会采取以自有资金偿还或重新质押等方式归还应付账款。

本次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 

9、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之间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关联交易

等事项均已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除此之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