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0-062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9,527,060股，

持股比例为15.64%，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新源”或“公司”）于

2020年 5月 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天利”）计划于2020年5月28日至2020年11月27日期间，以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4,866,547

股比例的3.16%，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更事项，

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天利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比例达到1%

暨权益变动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0年3月2日至2020年6月

19日期间，股东苏州天利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263,380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124,866,547股的1.012%。 



结合前期披露的减持情况，自2018年12月11日至2020年6月19日期间，股东

苏州天利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984,100股，减持后所

持公司股份累计权益变动达5.00%。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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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天利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因权益分派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变动比例 

（%） 

苏州天利

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2018年 12月 11日

-2018年 12月 12日 
25.20 872,100 -1.000%

1
 

股权激励 

被动稀释 
2019年 02月 15日 / / -0.440% 

大宗交易 2019年 06月 04日 25.00 850,000 -0.953%
2
 

回购注销 

被动增加 
2019年 10月 23日 / / +0.005% 

集中竞价 
2019年 11月 15日- 

2020年 03月 06日 
32.13 1,713,000 -1.372%

3
 

大宗交易 2020年 01月 20日 33.00 750,000 -0.601%
3
 

集中竞价 
2020年 05月 28日

-2020年 06月 19日 
33.66 299,000 -0.239%

3
 

大宗交易 2020年 06月 18日 31.10 500,000 -0.400%
3
 

合  计 4,984,100 -5.000% 

2018年 12月 11日至 2018年 12月 12日, 股东苏州天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的价格区间为 25.02 元/股到 25.40 元/股；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月 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价格区间为 26.50元/股到 40.10

元/股；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的价格区间为 31.25 元/股到 35.02元/股。 

 



二、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洋江路 2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18年 12月 11日至 2020 年 06月 19日 

股票简称 科创新源 股票代码 300731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4,984,100 5.00% 

合  计 4,984,100 5.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大宗交易；因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回购注销等因素导

致其持股比例被动变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3
（%） 

合计持有股份 18,000,000 20.64% 19,527,060 15.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00,000 20.64% 19,527,060 15.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2019 年 9 月 12 日、2020 年 5 月 6 日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9）、《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3）,股东苏州天利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

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目前第三期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

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2018年 12月 11日，苏州天利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1.6万

股，占科创新源预披露公告时股本 87,217,391股的 0.82%。苏州天利上述

减持行为距离该减持计划披露日未满 15 个交易日。该行为违反了《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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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苏州天利已就本次违规减持行

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具体内容详见科创新源于 2018年 12月

13 日 在中 国证监 会指 定的创 业板信 息披露 网站巨 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减持

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及存在违规减持部分股票行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7)。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完成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公司总

股本由87,217,391股变更为89,215,391股；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实施完成2018年年度权益

分派业务，公司总股本由89,215,391股变更为124,901,547股；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完成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业务，公司总股本由124,901,547股变更为

124,866,547股。上述减持比例依据减持时公司总股本计算： 



（1）此处计算依据为减持时公司总股本87,217,391股； 

（2）此处计算依据为减持时公司总股本89,215,391股； 

（3）此处计算依据为减持时公司总股本124,866,547股； 

（4）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5）2020年 6月 1日，由于苏州天利操作人员减持公司股票时误操作，导致买入科创

新源 8,000股股票，事后经公司核查，苏州天利本次误操作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

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三、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苏州天利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行为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发生重大影响。 

2、除上述交易之外，股东苏州天利减持行为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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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违反股东苏州

天利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相关承诺。 

3、公司将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加强对《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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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杜绝

类似误操作交易的事件发生。 

4、股东苏州天利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实行了预先披露，截止本公

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后，股东苏州天

利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124,866,547股的15.64%，仍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股东苏州天利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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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苏州天利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的《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1%暨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2、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