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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宜通世纪 

股票代码：300310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洲上乡香积街 147号店面 

通讯地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洲上乡香积街 147号店面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胡伟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3号西北平房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信息港 A栋 12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胡勇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3号西北平房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信息港 A栋 12楼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 

签署日期：2020 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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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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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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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通

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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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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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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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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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胡伟、胡勇 

宜通世纪、上市公司、公

司 
指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非公开发行股份、股份回购注销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增持、减持等原因导致发生变动之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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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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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 指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所有数值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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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洲上乡香积街 147号店面 

成立日期 2015年 6月 18日 

出资额 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伟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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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胡伟 普通合伙人 5.408 54.08% 

2 胡勇 有限合伙人 4.592 45.92% 

合计 10.000 100.00% 

2、产权控制关系 

 

3、主要负责人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胡伟与胡勇兄弟二人，

其中胡伟为普通合伙人、胡勇为有限合伙人，两人与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关系。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胡伟 胡勇 

54.08%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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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任职 

胡伟 男 1101011972******** 中国 中国 无 普通合伙人 

胡勇 男 1101011978******** 中国 中国 无 有限合伙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基本情况 

姓名：胡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11972********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广州信息港 A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基本情况 

姓名：胡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11978********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广州信息港 A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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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以及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1）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胡伟、胡勇系一致行动人关

系。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胡伟，合伙人分

别为胡伟、胡勇两人，胡伟与胡勇系兄弟亲属关系。 

（2）胡伟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河鸿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 

（3）胡勇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基本立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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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因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非公开发行股份、股份回购

注销等原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被动发生变动；因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需要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后又因信息披露人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后的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实际情况增

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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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权益变动前 

持股比例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214,936  7.374% 

胡伟 0 0.00% 

胡勇 0 0.00% 

合计 18,214,936  7.374% 

注：上表中“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占

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 247,014,936股的比例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司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 30,441,399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77,456,33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18,214,936股，

持股比例被动下降至 6.565%。 

2016 年 5 月 26 日，公司实施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77,456,3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6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43,930,136 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29,143,897 股，持股比例不变。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 月 4 日期间，胡伟、胡勇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151,8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9%。前述股份增

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30,295,717 股，持股比例增

加至 6.824%。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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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胡伟 集中竞价 2016年 12月 26 日 23.89  440,060  0.099% 

胡勇 

集中竞价 2016年 12月 27 日 24.17  214,060  0.048% 

集中竞价 2016年 12月 28 日 24.27  381,100  0.086% 

集中竞价 2017年 1月 4日 25.74  116,600  0.026% 

合计 1,151,820 0.259% 

注：上表中“增持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公司股份数占增持行为发生时公司总股

本 443,930,136股的比例计算。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443,930,1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99,074,244 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54,532,290 股，持股比例不变。 

2017 年 5 月 12 日，公司向方炎林、李培勇、张彦彬、赵宏田、周松庆、王有

禹、胡兵、王崟、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电广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 39,353,478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38,427,722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54,532,290 股，持股比例被动下

降至 6.504%。 

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向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银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

44,018,264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82,445,986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54,532,290股，持股比例被动下降至 6.180%。 

2017年 8月 22日，胡勇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81,168 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54,451,122 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6.170%。 

因公司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合计授予的 11,537,700

股限制性股票于 2017年 12月 25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93,983,686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54,451,122股，持股比例被动下降至

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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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于 2018年 5月 31日回

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5,000股，公司总股本下降至893,978,686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54,451,122 股，持股比例被动增

加至 6.0909%。 

因公司终止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18年 11月 19日回购注销除李

培勇外其他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11,262,700 股，公司总股本下降至

882,715,986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54,451,122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 6.169%。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2019 年 6 月 20 日期间，胡伟、胡勇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 1,28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6%。前述股份减持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53,164,522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6.023%。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胡勇 

集中竞价 2019年 6月 12日 7.18  500,000  0.057% 

集中竞价 2019年 6月 13日 7.28  650,000  0.074% 

集中竞价 2019年 6月 14日 7.30  50,000  0.006% 

胡伟 
集中竞价 2019年 6月 19日 7.46  49,500  0.006% 

集中竞价 2019年 6月 20日 7.12  37,100  0.004% 

合计 1,286,600 0.146%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数占减持行为发生时公司总股

本 882,715,986股的比例计算。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未能实现

承诺净利润，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7日回购注销业绩补偿承诺方赵宏田、周松庆、

张彦彬、王有禹、胡兵、王崟共六名股东的股份，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合计 1,057,455

股，公司总股本下降至 881,658,531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

变，仍为 53,164,522 股，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 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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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3 月 3 日期间，按照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樟

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 9,03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5%。前述股份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44,131,322 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5.005%。具体减

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樟树市物联天

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18日 5.465  4,000,000 0.454% 

2020年 2月 24日 5.70  1,500,000 0.170% 

2020年 2月 25日 6.27 1,500,000 0.170% 

2020年 2月 26日 6.90  500,000 0.057% 

2020年 2月 27日 6.351  476,900 0.054% 

2020年 3月 02日 6.051 754,995 0.086% 

大宗交易 2020年 3月 03日 6.00 301,305 0.034% 

合计 9,033,200 1.025%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数占减持行为发生时公司总股

本 881,658,531股的比例计算。 

2020 年 5 月 7 日，胡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48,500 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44,082,822 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4.99999%，不

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权益变动后 

持股比例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3,425,814 4.92547% 

胡伟 657,008 0.07452% 

胡勇 0 0.00000% 

合计 44,082,822 4.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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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后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占

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 881,658,531股的比例计算。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不存在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亦无计划在未来与上市公司进行其他重大交易或相关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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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樟树市物联天

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 12月 18日 5.465  4,000,000 0.454% 

2020年 2月 24日 5.70  1,500,000 0.170% 

2020年 2月 25日 6.27  1,500,000 0.170% 

2020年 2月 26日 6.90  500,000 0.057% 

2020年 2月 27日 6.351  476,900 0.054% 

2020年 3月 02日 6.051  754,995 0.086% 

大宗交易 2020年 3月 03日 6.00  301,305 0.034% 

胡伟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7日 6.39 48,500 0.006% 

合 计 9,081,700 1.030%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数占减持行为发生时公司总股

本 881,658,531股的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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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 44,082,822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4.99999%。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不再为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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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本报告书的文本；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公司证券事务部 

2、联系电话：020-66819698 

3、联系人：吴伟生、陈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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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_________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_________ 

胡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________ 

胡勇 

 日期：2020年 5月 8日  



18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号自编 1栋 1201 

股票简称 宜通世纪 股票代码 300310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名称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注

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

洲上乡香积街 147 号

店面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名称 胡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胡同 3号西北平房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名称 胡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胡同 3号西北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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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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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18,214,93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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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变动数量：25,867,886股 

变动比例：2.37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16年 4月 18 日至 2020年 5月 7日期间 

方式：因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非公开发行股份、股

份回购注销等原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被动发生变动；因信息披露义务人

自身需要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后又因信息披露人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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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未来 12个月内可能增持，亦有可能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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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不适用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否  □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_________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_________ 

胡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________ 

胡勇 

日期：2020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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