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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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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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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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中装建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装建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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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昆

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州中科

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盐

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科汇通 指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昆山中科 指 昆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福州中科 指 
福州中科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盐城中科 指 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装建设、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准则 15 号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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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地铁3号线大运站A出口龙岗大运软件小镇17

栋2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苏勤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5 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949788XB 

经营期限：自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止 

主要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务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 128 号 8 楼 

联系电话：021-35908770 

2、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介绍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及是否取

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

公司兼职情况 

陈苏勤 女 中国 610121196012******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南

路 768 弄 32 号**室，

无境外长期居留权 

执行（常务）董事\ 

兼任中科招商投资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总裁 

 



昆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 167 号国际大厦 15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祥双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5 日 

注册资本：32,11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73805017A 

经营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5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4 日止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股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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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 167 号国际大厦 15 楼 

联系电话：13862662211 

2、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5204.6236 78.4946% 

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

司 
3452.6881 10.7527% 

振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52.6881 10.7527%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介绍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及是否取

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

公司兼职情况 

单祥双 男 中国 350203196701******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号院*楼*单元 
法定代表人 

 

 



福州中科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中科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 26 号阳光假日大酒店 14 层 011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单祥双 

成立日期：2012 年 3 月 12 日 

注册资本：7991.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591714194G 

经营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11 日止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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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鼓楼区福新路新洋巷 9 号 102 

联系电话：13506987233 

2、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0.106796 1.0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5933.544903  74.25% 

福建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1977.848301 24.75%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介绍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及是否取

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

公司兼职情况 

单祥双 男 中国 350203196701******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号院*楼*单元 
委派代表 



 

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江路 18 号招商中心 106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单祥双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2 日 

注册资本：20,018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0585523826T 

经营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2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止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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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滨湖区新区新安镇清源路 530 大厦 B 区 201 

联系电话：18961512700 

2、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周艳 500 2.50% 

汪国祥 500 2.50% 

张武忠 500 2.50% 

陶建华 503 2.51% 

高艳 537 2.68% 

马永东 604 3.02% 

姜晓源 700 3.50% 

冯林美 1600 7.99% 

刘德荣 2819.2 14.08% 

盐城市锦苑建设工程劳务有

限公司 

500 2.50% 

中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00 2.50%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1200 5.99% 



员会 

盐城威马实业有限公司 1500 7.49% 

盐城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9.99% 

悦达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4.98%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54.8 5.27%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介绍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及是否取

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

公司兼职情况 

单祥双 男 中国 350203196701******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号院*楼*单元 
委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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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有主体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农科技 000004 中科汇通 839.76 10.00%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的战略发展和资金安排等需求

而作出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2018年 6月 2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布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0），截止 2018年 6月 29日，合计持有中装建设 32,534,800股股份，均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中装建设总股本的 5.4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8年 8月 28 日-2019年 9月 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减持其持有的中装建设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35,400 股, 占中装建设总股本

的 0.423%。具体为： 

股东名称 

（转让方）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中科汇通 竞价交易 2018 年 9 月 19 日 6.078 308,300 0.051% 

昆山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9 月 18 日 5.95 1,027,600 0.171% 

福州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8 月 28 日 5.58 501,700 0.084% 

福州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8 月 30 日 5.52 183,400 0.031% 

福州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9 月 19 日 5.96 600 0.000% 

盐城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9 月 18 日 5.95 393,800 0.066% 

盐城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9 月 19 日 6.006 120,000 0.020% 

合计 2,535,400 0.42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装建设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科汇通 

合计持有股份 684100 0.11% 375800 0.06% 

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684100 0.11% 375800 0.06%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昆山中科 合计持有股份 16,351,900 2.73% 15324300 2.55% 



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6,351,900 2.73% 15324300 2.55%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福州中科 

合计持有股份 9,277,500 1.55% 8591800 1.43% 

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9,277,500 1.55% 8591800 1.43%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盐城中科 

合计持有股份 6,221,300 1.037% 5707500 0.95% 

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6,221,300 1.037% 5707500 0.9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中装建设 29,999,400 股股份均为

无限售流通股。其中，福州中科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8,591,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福州中科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8,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 93.11%，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 

除上述情况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中装建设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

制。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交易

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期间 交易方向 
交易均价（元

/股） 

交易股数

（股） 

中科汇通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11 日 卖出 7.923 519100 

中科福海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2 日 卖出 6.94 469400 

中科福海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3 日 卖出 6.91 236700 

中科福海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4 日 卖出 6.93 100200 

中科福海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8 日 卖出 7.27 764800 

盐城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8 日 卖出 6.89 500000 

盐城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10 日 卖出 7.48 230000 

盐城中科 竞价交易 2018 年 5月 11 日 卖出 7.86 27000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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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人：陈琳 

3、电话：0755-83599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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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昆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福州中科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日期：2018 年 9 月 20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4002 

号鸿隆世纪 广场四-五层(仅限

办公)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4002 号鸿隆世纪广场四-五层(仅限办公)  

股票简称 中装建设 股票代码 002822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昆山中科昆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福州中科福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地铁3号

线大运站A出口龙岗大运软件

小镇17栋2层； 

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 167 号国

际大厦 15 楼； 

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 26 号阳

光假日大酒店 14 层 011 室；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江路 18 

号招商中心 1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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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32,534,800 股 

持股比例：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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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2,535,400 股 变动比例：0.423% 

变动后持股数量：29,999,400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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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18 年 9 月 20 日 

  



昆山中科昆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福州中科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日期：2018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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