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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9         证券简称：润和软件      公告编号：2019-106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投资”）持有本公司

股份 91,297,68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46%，本次股份质押后，润和投资处

于质押状态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82,075,002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9.9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31%。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40,457,751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7.64%，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处于质押状态

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128,075,002 股，占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1.18%，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16.08%。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润和投资的通知，获悉润和投资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润和投资 是 2,500,000 2.74% 0.31% 否 否 

2019

年 12

月 9 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江苏瑞

华投资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系向江苏瑞

华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为润和投

资融资贷款

提供担保进

行的反担保 

上述股份的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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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用途。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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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润和 

投资 
91,297,685 11.46% 79,575,002 82,075,002 89.90% 10.31% 0 0.00% 0 0.00% 

周红卫 33,242,066 4.17% 33,000,000 33,000,000 99.27% 4.14% 33,000,000 100.00% 181,549 75.00% 

姚宁 15,918,000 2.00% 13,000,000 13,000,000 81.67% 1.63% 13,000,000 100.00% 2,688,500 92.14% 

合计 140,457,751 17.64% 125,575,002 128,075,002 91.18% 16.08% 46,000,000 35.92% 2,870,049 23.18%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润和投资本次股份质押系向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润和投

资融资贷款担保进行的反担保，并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润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3,000,000 股，占润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的 9.26%，占公司总股

本的 1.63%，对应融资余额为 17,9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49,900,000 股，占润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的 35.53%，占公司总股

本的 6.27%，对应融资余额为 56,860 万元。润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预计还款主要来源为业务收入回款、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润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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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对上市公司

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治理等未产生重大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五）控股股东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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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名称：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94647801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红卫 

注册资本：7,000万元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68号2幢西九楼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27日 

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日用

百货批发与零售；初级农产品初加工及销售；电子产品、建材销售；电子产品技

术研发；电子产品加工；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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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2019 年 9月 30日/2019前三季度 

资产总额 957,220.79 893,739.76 

负债总额 527,910.97 383,866.68 

营业收入 362,675.54 295,192.69 

净利润 25,807.68 69,49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2,504.20 -38,320.17 

 

资产负债率(%) 55.15% 42.95% 

流动比率 1.33 1.63 

速动比率 1.28 1.5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 
39.27% 32.76% 

注：2018 年财务数据业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编号“亚会 B 审字（2019）1785 号”审计报告；2019 年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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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润和投资各类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17.14 亿元。其中半年内需偿付债务 5.95

亿元，半年以上一年以内需偿付债务 5.89 亿元，一年以上需偿付债务为可交换

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可交换公司债券到期时间为 2021 年 8 月，债券余额为 5.3

亿元。 

润和投资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也无信用等级下调情形

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润和投资 2019 年无新增银行借款，且稳中有降；可交换公司债券部分换股

使得负债率有所降低。润和投资自身业务规模逐步提升，业务回款保持正常循环，

暂无偿债风险。 

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周红卫，男，中国国籍，住所：南京市玄武区清溪路**号**幢**室，最近三

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姚宁，男，中国国籍，住所：南京市鼓楼区水佐岗三十二巷**栋**室，最近

三年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周红卫持有润和投资 43.65%股份，姚宁持有润和投资 33.15%股份，周红卫、

姚宁合计持有润和投资 76.80%股份并共同控制润和投资。周红卫、姚宁为公司

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润和投资、实际控制人周红卫、姚宁控制的核心企业为江

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具体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情况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

为准。 

3、本次股份质押系向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润和投资融资贷款

担保进行的反担保，润和投资融资贷款预计还款来源主要为润和投资的业务收入

回款、股票红利、投资收益。 

4、目前润和投资质押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为：（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润和投资用于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息担保的质押股份数为 54,675,002 股，占其持股

比例 59.89%；（2）2019 年存续的银行贷款，均配有相应股票资产作为增信担保

措施，占其持股比例 27.27%。目前对于融资资金都有较高比例的担保覆盖率，

担保品价值远高于融资金额，暂不需追加担保。上述质押仅作为担保措施，无平

仓线，不存在平仓风险。 

5、2018 年度及 2019 年前三季度，润和投资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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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润和南京软件外包园投资有限

公司产生的房屋租赁关联交易，2018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 341.52 万元人民币，

2019 年前三季度实际发生金额为 640.23 万元人民币。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

营发生的关联交易，已充分履行了审批手续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均在预计范围内，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上市公司未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任何担保。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无偿担保。润和投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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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