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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0-068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

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孜映邦”）的通知，获悉其所持

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票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期 
质权人 

达孜映邦 是 25,534,000 2.77% 1.19% 
2018年2

月6日 

2020年5

月27日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二、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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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达孜映

邦 
是 25,534,000 2.77% 1.19% 

是，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0年

5月27

日 

2021年5

月18日 

广东华兴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融资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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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累计质押 占其所 占公司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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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例 数量（股） 持股份

比例 

总股本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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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孜映邦 921,144,236 42.75% 856,986,728 93.03% 39.77% 856,986,728 100% 64,157,508 95.02% 

深圳光启

空间技术

有限公司 

71,528,751 3.32% 71,528,751 100% 3.32% 71,528,751 100% 0 0% 

合计 992,672,987 46.07% 928,515,479 93.54% 43.09% 928,515,479 100% 64,157,508 95.02%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7,152.8751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7.2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32%，对应融资

余额30,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4,085.3831万股（包括此

次质押的2,553.4万股）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4.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54%，对应融资余额54,397.42万元。质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

押借款，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达孜映邦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安居小区西侧三楼18-9号 

（3）主要办公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安居小区西侧三楼18-9号 

（4）法定代表人：刘若鹏 

（5）注册资本： 124.313153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和销售；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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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79,004.48 508,927.79  

总负债 571,845.79 571,845.88  

净资产 7,158.69 -62,918.09  

 2019年1-12月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9,923.22 -38,72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741.00 11,940.81  

（以上2018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19年12月 

流动比率 32,998.37 

速动比率 32,998.37 

资产负债率 98.7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4.51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达孜映邦半年内到期金额0万元，半年到一年内到

期金额为24,397.42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10）达孜映邦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

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金排社区金坑山庄三巷1号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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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金排社区金坑山庄三巷1号301 

（4）法定代表人：栾琳 

（5）注册资本： 33289.5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提供金属制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

专营专控商品）；气球、飞艇及其他无动力航空器的研发、设计、自有技术成果

转让。智慧城市类工程项目的咨询、设计、运维、运营、转让；智能化系统的设

计、咨询、集成、服务、运维、技术转让；信息系统设计、咨询、集成、服务、

运维、技术转让；嵌入式集成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咨询、维护、技术

转让。，许可经营项目是：气球、飞艇及其他无动力航空器的生产经营、加工、

维护。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20,472.98  12,576,142.09  

总负债 75,429.71  6,303,144.99  

净资产 45,043.27  6,272,997.10  

 2019年1-12月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3,962.27  453,699.09  

净利润 -13,126.75  -1,530,56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0.60  -1,004,745.16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19年12月 

流动比率 1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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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118.71% 

资产负债率 62.6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8.36%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半年内到期金额30,000

万元，半年到一年内到期金额为0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10）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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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6、高比例质押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自身资金需求。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

内。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上述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

信息披露工作。 

7、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又一期不涉及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易、

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在最近一年又一期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进

行日常关联交易。上述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上述交易事项以及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范围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2019-026号、

2019-064号、2020-033号）。 

五、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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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