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万邦达 

股 票 代 码 ：30005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4月15日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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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准则15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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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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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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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控制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与北

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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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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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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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内，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万邦达、本公司 指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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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规则》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报告书  指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

签署的《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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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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号 

法定代表人  夏桂兰 

注册资本  716,177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710927046U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通信、能源、房地产、文化、体育、旅游、广告项目

的投资；投资咨询；资产受托管理；资产重组策划；

物业管理；组织文化、体育交流；承办国内展览及展

销会、学术报告会、技术交流会；机械设备、电子设

备、房屋的租赁；钟表的销售与维修；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企业财务和经营管理咨询；销售

黄金、白银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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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1994年 05月 10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鼎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合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煜（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和控股有限公

司、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号 

邮政编码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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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10-650077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 股东出资情况（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20.945% 

2 黑龙江鼎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41,545 19.764% 

3 珠海合盛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27,390 17.787% 

4 瑞煜（上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3,235 15.811% 

5 共和控股有限公司 113,235 15.811% 

6 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公

司 

70,772 9.882% 

合计 716,177 1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居留权 

夏桂兰 女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刘鑫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

外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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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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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中信国安直接或

间接持股比例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839.SZ 36.44% 

2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84.SH 44.93% 

3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212.SH 32.27% 

4 国安国际有限公司 0143.HK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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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按照司法协助执行要

求，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信用证券账户进行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万邦达股份。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未来12个月变动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中信建投按照司

法协助执行要求，继续对信用证券账户进行强制平仓，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

减持万邦达股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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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被动减持万邦达股份

10,208,128股，占万邦达总股本的1.1799%，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19年4月15日，中信建投按照司法协助执行要求，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

交易，强制平仓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万邦达股份10,208,128股，卖出均价

为8.6994元/股，占万邦达总股本的1.1799%。 

三、权益受限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中不存在被质

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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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2018 年 10月 15日至 2018 年 10月 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集中交易，增持 4,830,800 股，增持均价 7.51元/股，占万邦达总股本的

0.5583%。 

2019 年 2月 11日，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追保线，

中信建投证券对信用账户进行强制平仓，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减持万邦达股

票 75,300 股，卖出均价 6.898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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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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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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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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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原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以供投资者查

询。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号京师大厦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8800036 

联系人：杜政修、关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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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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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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00055 

 
 

 

1

 

 

 □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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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48,024,580  

 

  5.5508%  

 

 

 A   

 

10,208,128          1.1799%  

 

37,816,452    4.3709% 

12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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