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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

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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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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天顺股份、上市公司 指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8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宝地投资 指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新疆国资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宝地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天顺股份向宝地投资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941.68万股的

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宝地投资以现金全额认购天顺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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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1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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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小兵 

注册资本 107,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722328999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2000 年 09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09 月 18 日至 2050 年 9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矿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屋租赁；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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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路 2 号 

联系电话 0991-4831761 

控股股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宝地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宝地投资控制的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资委
新疆地矿局第
七地质大队

新疆地矿局第
一地质大队

22.00% 14.97% 10.05%

其他

9.77%

新疆地矿局第
六地质大队

4.89%

新疆地矿局水
文地质大队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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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直接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新疆深圳城有限

公司 
10,000 万元 87% 

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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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疆宝地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33% 

矿山工程总承包贰级；公路工程总承包

贰级；市政工程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

总承包三级；园林绿化工程、地质灾害

治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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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疆宝凯有色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 万元 30% 

有色金属矿产品加工、销售；矿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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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疆宝地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 万元 47% 

矿业投资；矿产开发及加工；岩矿测试；

矿产品、钢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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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新疆国资委直接持有宝地投资 22%股权，为宝地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 

宝地投资主要进行矿业等方面的投资、管理，2017 年至 2019 年的简要财务

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7,526.41 145,977.22 140,847.13 

负债总额 74.51 2,082.58 170.37 

所有者权益总额 147,451.90 143,894.64 140,676.77 

资产负债率 0.05% 1.43% 0.12%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82.95   492.07            454.76  

投资收益 3,399.37 4,916.56 6,103.22 

营业利润 3,617.17 5,178.96 6,378.79 

净利润 3,557.26 5,096.04 6,366.33 

净资产收益率 2.41% 3.54% 4.52%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诉讼或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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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宝地投资在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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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王小兵 董事长兼总经理 610113196709****** 中国 新疆 无 

胡长安 董事 652122196304****** 中国 新疆 无 

冯广生 董事 652601196602****** 中国 新疆 无 

李白业 董事 632123198310****** 中国 新疆 无 

周弋 董事 652201197010****** 中国 新疆 无 

李伟 监事 510102196904****** 中国 新疆 无 

郑晓地 监事 410102197510****** 中国 新疆 无 

马维萍 监事 652301196709****** 中国 新疆 无 

王略 副总经理 650203197006****** 中国 新疆 无 

黄忠平 副总经理 310222196610****** 中国 新疆 无 

卫阳 副总经理 420606198309****** 中国 新疆 无 

前述人员最近 5 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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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通过现金认购天顺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改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天顺

股份进一步向综合供应链服务商转型，促进天顺股份在供应链行业的拓展和布局，

分享公司发展成果、共担公司发展风险的目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其他继续增持

天顺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减持天顺股份

股份的计划。 

对于本次参与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自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

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予以执行。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2020 年 4 月 30 日，宝地投资召开 2020 年五届七次董事会、2020 年第二次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同意宝地投资认购天顺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还需要取得新疆国资委的批准。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8 

第四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增持天顺股份的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天顺股份的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宝地投资拟认购天顺股份不超过 19,416,800 股，按照认购股份的

上限计算，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19,416,8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20%，天顺股份的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 

三、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认购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乙方：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对象） 

签订时间：2020年5月5日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3、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宝地投资对天顺股份的发行价格与向其他特定对象的发行价格相同。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按照目前有效的规定及监管政策，定价基

准日为天顺股份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在本协议签署后，若中国证

监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等定价规则另有规定的，定价规则以届时有效

的规定、监管政策为准，甲方将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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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股份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股份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天顺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2,240.40万股（含2,240.40万股）。

在该上限范围内，天顺股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

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宝地投资将以现金认购天顺股份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认购金额原则上为

320,765,536.00元（大写：人民币叁亿贰仟零柒拾陆万伍仟伍佰叁拾陆元），认

购款总金额为最终确定的认购股数*发行价格；认购股票的数量不超过1941.68万

股（1941.68万股，含本数），宝地投资认购股票的最终数量由天顺股份将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

商确定。 

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天顺股份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发生变动及

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发行及本次认购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5、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印章成立，在下列条件

全部具备后生效并实施： 

（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2）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股份认购协议； 

（3）乙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同意； 

（4）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6、锁定期 

宝地投资本次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天顺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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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权利限制及其他安排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股份权利限制及其他安排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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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本次权益变动所支

付的资金总额不超过（含）320,765,536.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贰仟零柒拾陆

万伍仟伍佰叁拾陆元）。认购款总金额为最终确定的认购股数*发行价格；认购股

票的数量不超过 1,941.68 万股（1,941.68 万股，含本数），宝地投资认购股票的

最终数量由天顺股份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天顺股份所使用的资金为其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信托持股、委托持股、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主承销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上市公

司及其关联方、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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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截至本报

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尚无其他对上市

公司（含子公司）资产及业务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无拟购

买或置换上市公司资产的重组计划。如发生该等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相关情况对上

市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 

五、员工聘任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

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

或者作出其他重大安排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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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

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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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天顺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

并履行相应的义务，督促天顺股份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及财务方面的独立

性。 

信息披露就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承诺如下： 

“1、保证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 

2、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

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本公司及本公司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3、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机构混同的情形。 

4、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二、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因

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与上市公司产生新同业竞争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宝地投资与天顺股份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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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参与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外，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

高于 3,00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净资产 5.00%以上交

易的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髙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天顺股份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交易的情形。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髙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安

排 

上市公司与宝地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6 

第九节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天顺股份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以及该等人员的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

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该等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买卖天顺股份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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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就宝地投资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对上述财务报表出具了驰天会审字

[2018]1-004 号、驰天会审字[2019]1-0011 号及驰天会审字[2020]1-0041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1,567,414.53  135,221,971.62   133,435,649.99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 - - 

预付款项 84,391,230.53  84,432,564.42   84,338,020.98  

其他应收款 129,769,214.98  79,660,211.21   70,122,102.19  

存货 - - - 

流动资产合计 345,727,860.04  299,314,747.25   287,895,773.1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2,937,800.00  42,937,800.00   42,937,800.00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1,066,745,462.93  1,099,005,781.42   1,059,471,169.54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19,826,662.10  18,480,075.77   18,166,592.58  

无形资产 26,319.94  33,839.98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9,536,244.97  1,160,457,497.17   1,120,575,562.12  

资产总计 1,475,264,105.01  1,459,772,244.42  1,408,471,335.2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 - - 

预收款项 169,616.50  1,687,028.89   1,554,619.04  

应付职工薪酬 7,066.10  6,883.36   5,284.39  

应交税费 516,969.48  185,694.86   103,172.27  

其他应付款 51,410.00  18,946,224.76   40,597.75  

流动负债合计 745,062.08  20,825,831.87   1,703,673.4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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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债券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745,062.08  20,825,831.87   1,703,673.45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70,000,000.00  1,070,000,000.00   1,070,000,000.00  

资本公积 91,669,848.71  91,669,848.71   91,669,848.71  

盈余公积 100,320,186.00  96,762,922.96   91,666,887.89  

未分配利润  212,529,008.22   180,513,640.88   153,430,925.23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4,519,042.93   1,438,946,412.55   1,406,767,661.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1,475,264,105.01   1,459,772,244.42   1,408,471,335.28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4,829,503.96   4,920,722.40   4,547,583.96  

其中：营业收入  4,829,503.96   4,920,722.40   4,547,583.96  

二、营业总成本  2,651,465.47   2,296,704.09   1,791,823.65  

其中：营业成本  1,392,019.76   1,051,857.08   874,477.08  

营业税金及附加 447,295.73  448,672.37   436,362.99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896,106.17  2,736,728.32   3,052,766.16  

财务费用 -2,083,956.19  -1,940,553.68   -2,571,782.58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3,993,701.51  49,165,608.46   61,032,196.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6,171,740.00  51,789,626.77   63,787,956.31  

加：营业外收入 - - - 

政府补助 - - - 

减：营业外支出 -  829,276.05   127,957.4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 - - 

非流动资产毁损及报废

损失 
-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6,098,940.01  50,960,350.72   63,663,333.03  

减：所得税费用 526,309.63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35,572,630.38   50,960,350.72   63,663,3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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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5,572,630.38  50,960,350.72   63,663,333.03  

少数股东损益 - - - 

持续经营损益 - - - 

终止经营损益 - - -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5,572,630.38   50,960,350.72   63,663,333.03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570,140.17  5,347,900.16   5,215,125.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5,896.9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117,883.53   2,005,609.28   3,518,898.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688,023.70   7,353,509.44   8,739,921.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13,773.32  778,085.20   1,638,334.8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1,478,882.31  1,446,195.04   1,647,555.24  

支付的各项税费 849,276.05  711,827.21   592,490.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55,088,424.69   8,891,769.40   45,944,453.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030,356.37   11,827,876.85   49,822,83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42,332.67   -4,474,367.41  -41,082,912.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0,275,768.18  7,651,869.04  101,195,341.5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回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275,768.18   7,651,869.04  101,195,341.5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806,392.60   1,391,180.00   37,02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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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06,392.60   1,391,180.00   37,02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69,375.58   6,260,689.04  101,158,321.5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18,781,600.00 -  66,582,3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781,600.00   -     66,582,3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81,600.00   -     -66,582,3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654,557.09   1,786,321.63   -6,506,890.5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5,221,971.62   133,435,649.99  139,942,540.5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31,567,414.53   135,221,971.62  133,435,649.99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1 

第十一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

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

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

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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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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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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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法律文件（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声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的声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司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的说明；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以及该等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前 6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十）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

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声明； 

（十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以上备查文件备至地点为：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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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赛里木湖路 133 号 

股票简称 天顺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0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

拉玛依西路 2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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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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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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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不超过 1,941.68 万股 

变动比例：不超过 20%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注：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继续

增持天顺股份的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尚需取得获得信息披露义务人国资

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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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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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

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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