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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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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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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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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鸿达兴业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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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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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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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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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鸿达兴业集团 
指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一致行动人、成禧

公司 

指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鸿达兴业、公司、

上市公司 
指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减少（含可交换公

司债券换股、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129,435,858

股，以及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的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比例减少 5.0029%。 

本报告书 指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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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广州市荔湾区广州圆路 1号广州圆大厦 31楼 

法定代表人 周奕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8,000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2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0年 9月 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4787697Y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企业管理、策划咨询。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不得经营，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持有效的批准文件经营）；

场地租赁，物业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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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长期 

实际控制人 周奕丰 

通讯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31 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荷景路 33号自编 2栋 5楼 509房 

法定代表人 郑楚英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733.4112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1733.4112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1年 8月 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6311XF 

经营范围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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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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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周奕丰 

通讯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荷景路 33号自编 2栋 5楼 509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周奕丰持有鸿达兴业集团 72%股权，周奕丰配偶郑

楚英持有鸿达兴业集团 28%股权，周奕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鸿达兴业集团的实际

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鸿达兴业集团持有成禧公司 90%股权，周奕丰配偶

郑楚英持有成禧公司 10%股权，周奕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介绍 

姓名 性别 
公司职

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永久居留权 

周奕丰 男 董事长 中国 广州 无 

郑楚英 女 
董事、总

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蔡红兵 男 
董事、副

总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王羽跃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林俊洁 女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卢晓青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姚兵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张鹏 男 

监事会

主席、法

务总监 

中国 广州 无 

郑伟彬 男 监事 中国 广州 无 

周明月 女 监事 中国 广州 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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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鸿达兴业股份外，还持有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092）224,055,772 股股份，占比 10.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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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鸿达兴业集团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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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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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股目的和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包括： 

1、鸿达兴业集团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9 鸿达

E1”）进入换股期后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自主换股，导致鸿达兴业集团持股减

少。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期间，鸿达兴业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

累计换股 88,518,253 股。 

2、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期间，因鸿达兴业集团部分质押

股份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29,887,605 股。其中，质押给万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减少 14,689,500 股，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减少 15,198,105 股。  

 3、2020 年 7 月 23 日，鸿达兴业集团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11,030,000 股。 

4、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鸿达兴业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转股情况，鸿达兴业总股本持续增加。截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鸿达兴业总股本变更为 2,588,929,455 股。鸿达兴业总股本增加导

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上述权益变动导致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2020年 3月 11日至 2020

年7月27日期间持有鸿达兴业股份减少 129,435,858股，持股比例减少 5.0029%。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股份的计划 

1、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可交

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9 鸿达 E1”），标的股票为公司 A 股股票，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 9亿元，发行期限为 3年。鸿达兴业集团于 2020年 4月 17日面向合格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了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 鸿达 E1”），标的股票为公司

A股股票，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66亿元，发行期限为 3年。 

“19 鸿达 E1”已自 2020 年 1 月 30 日起进入换股期，目前仍处于换股期；

“20 鸿达 E1”将于 2020 年 10 月进入换股期。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可能

因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而导致持有鸿达兴业股份继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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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鸿达兴业于 2020年 7月 11日刊登《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暨可能

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预披露公告》（临 2020-076），鸿达兴业集团因质押的部

分鸿达兴业股份存在平仓风险，质权人可能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7,662,57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此外，鸿达兴业集团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可能继续减持。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鸿达兴业集团所持鸿达

兴业股份仍存在减持的可能。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鸿达兴业拥有权益的计划。根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

告书公告后 3日内不买卖鸿达兴业股票。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或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9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拥有权益具体情况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鸿达兴业集

团由于其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以下简称“可交债换股”）、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大宗交易减持，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减少 129,435,858 股；以及因上市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使得总股本增加从而鸿达兴业集团持股比例被动下降（以

下简称“公司可转债转股”）。上述因素导致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市公司的权益变动比例达 5%。具体情况如下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减持

均价

（元

/股）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变动时公司总股

本（股） 

剩余持股数量

（股） 

占变动时

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可交债换

股 

2020-03-11 4.58  -9,279,472  -0.3585% 2,588,713,789 848,975,840  32.7953% 

2020-03-12 4.58  -8,449,779  -0.3264% 2,588,713,789 840,526,061  32.4689% 

2020-03-18 4.58  -240,174  -0.0093% 2,588,713,789 840,285,887  32.4596% 

2020-03-19 4.58  -436,681  -0.0169% 2,588,713,789 839,849,206  32.4427% 

2020-03-20 4.58  -655,021  -0.0253% 2,588,713,789 839,194,185  32.4174% 

2020-03-25 4.58  -1,091,703  -0.0422% 2,588,713,789 838,102,482  32.3752% 

2020-03-26 4.58  -6,550,217  -0.2530% 2,588,713,789 831,552,265  32.1222% 

2020-03-30 4.58  -218,340  -0.0084% 2,588,713,789 831,333,925  32.1138% 

2020-04-03 4.58  -720,524  -0.0278% 2,588,713,789 830,613,401  32.0859% 

2020-04-15 4.58  -152,838  -0.0059% 2,588,713,789 830,460,563  32.0800% 

2020-04-28 3.87  -4,392,763  -0.1697% 2,588,713,789 826,067,800  31.9104% 

2020-04-30 3.87  -11,111,109  -0.4292% 2,588,713,789 814,956,691  31.4811% 

2020-05-06 3.87  -8,527,130  -0.3294% 2,588,713,789 806,429,561  31.1517% 

2020-05-07 3.87  -8,010,334  -0.3094% 2,588,713,789 798,419,227  30.8423% 

2020-05-08 3.87  -4,909,560  -0.1897% 2,588,713,789 793,509,667  30.6527% 

2020-05-11 3.87  -516,795  -0.0200% 2,588,713,789 792,992,872  30.6327% 

公 司 可 转

债转股 

2020-06-22

至

2020-07-07 

---  ---  -0.0005% 2,588,752,469 792,992,872  30.63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0-07-10 4.34   -4,701,700  -0.1816% 2,588,752,469 788,291,172  30.4506% 

2020-07-13 4.23   -7,750,700  -0.2994% 2,588,752,469 780,540,472  30.1512% 

2020-07-14 4.38   -4,784,352  -0.1848% 2,588,752,469 775,756,120  29.9664% 

可 交 债 换

股 
2020-07-14 3.87 -23,255,813  -0.8983% 2,588,752,469 752,500,307  29.0681%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0-07-15 4.33  -3,027,300  -0.1169% 2,588,752,469 749,473,007  28.9511% 

2020-07-16 4.17  -1,945,653  -0.0752% 2,588,764,202 747,527,354  28.8758% 

公 司 可 转

债转股 
2020-07-16 ---  ----  -0.0001% 2,588,764,202 747,527,354  28.8758%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0-07-17 3.92  -1,263,000  -0.0488% 2,588,764,202 746,264,354  28.8271% 

2020-07-20 3.89  -825,200  -0.0319% 2,588,770,069 745,439,154  28.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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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可 转

债转股 
2020-07-20 --- --- -0.0001% 2,588,770,069 745,439,154  28.7951%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0-07-21 4.04 -541,400  -0.0209% 2,588,770,069 744,897,754  28.7742% 

2020-07-22 3.99 -356,200  -0.0138% 2,588,928,945 
          

744,541,554  
28.7587% 

公 司 可 转

债转股 
2020-07-22 --- --- -0.0018% 2,588,928,945 

          

744,541,554  
28.758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0-07-23 4.03 -234,900  -0.0091% 2,588,929,200 

          

744,306,654  
28.7496% 

大宗交易 2020-07-23 3.66 -11,030,000  -0.4260% 2,588,929,200 733,276,654  28.3235% 

公 司 可 转

债转股 
2020-07-23 --- --- 0.0000% 2,588,929,200 733,276,654  28.323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0-07-24 4.00 -154,900  -0.0060% 2,588,929,200 733,121,754  28.3176% 

2020-07-27 3.76 -102,300  -0.0040% 2,588,929,455 733,019,454  28.3136% 

大宗交易 2020-07-27 3.55 -4,200,000  -0.1622% 2,588,929,455 728,819,454  28.1514% 

公 司 可 转

债转股 
2020-07-27 --- --- 0.0000% 2,588,929,455 728,819,454  28.1514% 

合计 --- -129,435,858 -5.0024% --- --- --- 

注：1、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鸿达兴业集团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取得。 

2、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开始转股，因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转股，公司总股本逐步增加。截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为 2,588,929,455

股。 

3、上表为鸿达兴业集团持股变动情况。此外，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未发生变动，但因公司总股本增加，成禧公司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0.0005%。因此，本次权益

变动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减少 5.002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2020 年 3 月 1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鸿达兴业股份 1,033,760,727 股，占鸿达兴业总股本的 39.9334%，鸿达兴业

集团为鸿达兴业控股股东，周奕丰先生为鸿达兴业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鸿达兴业股份

904,324,869股,占鸿达兴业总股本的 34.9305%（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本次权益变动不影响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鸿达兴

业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858,255,312  33.1537%  728,819,454  28.151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825,452,572 31.8866%  696,016,714  26.8843% 

     有限售条件     32,802,740  1.2671%  32,802,740  1.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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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成禧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5,505,415 6.7796% 175,505,415 6.7791%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75,505,415 6.7796% 175,505,415 6.7791%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由2,588,713,789股变更为2,588,929,455股。因此，

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均按照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的总股本

2,588,713,789股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均按照当前总股本 2,588,929,455 股计算。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鸿达兴业集团承诺自认购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内，不转让其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32,802,740 股。在该等股份锁定期届

满后减持还将遵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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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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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承诺正

常履行中，无违反承诺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违反其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

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鸿达兴业集团持有鸿达兴业股

份 728,819,454 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8.1514%；其中累计质押冻结股

份 620,780,770 股，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总数的 85.1762%；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持有鸿达兴业股份 175,505,415 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 6.7791%；其中累计质押冻结股份 175,1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9.7690%。 

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鸿达兴业股份904,324,869，

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4.9305%；其中累计质押冻结股份 795,880,770 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 88.0083%。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鸿达兴业集团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8,030,506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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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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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情况及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2019 年 12 月，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广东

兴业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7 楼、

8 楼、28 楼房产，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中心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塑料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办公场所。经广东广信粤诚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第三方评估报告（粤诚估字[2019]第 BYC1209 号），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

基准日，对上述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2.99 亿元。经协商一致，

公司与兴业国际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签署《写字楼买卖合同》，本次交易以评

估值为交易对价。详见鸿达兴业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61）。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合同

在履行中。 

除此之外，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鸿达兴业之间不存在其他重

大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暂无与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或其他的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鸿达兴业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换股导致鸿达兴业集团持股减少 86,534,771 股。除此以外，本次权益变动前六

个月内（即 2019 年 9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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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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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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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供投资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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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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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周奕丰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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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圆路 1号广州圆大

厦 28层 

股票简称 鸿达兴业 股票代码  002002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广州市荔湾区广州圆路 1号广州圆大

厦 3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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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交债自愿换股，及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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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60,727股，持股比例：39.9334% 

（上述持股数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上述持股比例

以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 2,588,713,789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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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904,324,869股，持股比例：34.9305%； 

变动数量：-129,435,858股，变动比例：-5.0029%。 

（上述持股数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上述持股比例

以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 2,588,929,455股计算。）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否□           没有纳入计划内□ 

1、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可交换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9鸿达 E1”），标的股票为公司 A股股票 30,000万股，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9亿元，发行期限为 3年。鸿达兴业集团于 2020年 4月 17日面向

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 鸿达 E1”），标的股票

为公司 A股股票，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66亿元，发行期限为 3年。 

“19鸿达 E1”已自 2020年 1月 30日起进入换股期，目前仍处于换股期；“20

鸿达 E1”将于 2020 年 10 月进入换股期。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仍存在因可

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而导致持有鸿达兴业股份减少的可能。 

2、鸿达兴业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刊登《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暨可能存

在被动减持风险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6），鸿达兴业集团因质押

的部分鸿达兴业股份存在平仓风险，质权人可能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7,662,57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此外，鸿达兴业集团通过海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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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可能继续减持。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鸿达兴业集团所持鸿达兴

业股份仍存在减持的可能。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鸿达兴业拥有权益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没有纳入计划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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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股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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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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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周奕丰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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