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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数量过半 

暨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变动达到 1%的公告 

公司股东丁孔贤、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奇盛控股有限公司和腾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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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月 7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1），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灏轩投资”）由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质

权人”，其更名前的名称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查询和中信证券的相关邮件告知，截至2020年8月14

日，前述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现将其减持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成交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阿拉山口

市灏轩股

权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08/10 3.47 815,100 0.0989% 

2020/08/11 3.39 1,212,500 0.1471% 

2020/08/12 3.26 1,187,300 0.1440% 

2020/08/13 3.35 1,027,500 0.1247% 

2020/08/14 3.66 701,000 0.0850% 

合计 4,943,400 0.5997% 

注 1：灏轩投资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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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直接持有股份  减持后直接持有股份  

阿拉山口市

灏轩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总数 73,254,192  8.89% 68,310,792  8.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254,192  8.89% 68,310,792  8.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达到1%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丁孔贤、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奇盛控股有限公司和腾名有限公司。自2016年12月8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以来，公司涉及回购注销股份、权益分派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等多次变动，上述因素引起公司总股本相应发生变动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份和比例的变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47,311,933股，持股比例30.89%。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45,810,248，持股比例

29.82%,持股变动比例超过1%。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简式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以来的历次

变动情况 

自 2016年 12 月 8 日《简式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以来，公司总股本变化、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第一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2017.05.19） 

由于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其原股东上海储

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阳光伏”）需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

补偿。上述股份回购已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完成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76,797,093 

股减少至 473,049,698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由 30.8961%增加至 31.1409%。 

第二次 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未变（2017.06.02）  

   公司于 2017 年 6月 2 日实施了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473,049,698 股增加至 854,487,361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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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持股数量由 147,311,933 股增加至 266,095,053 股，持股比例不变。 

第三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2017.11.02） 

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离职及未达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854,487,361 股减少至 

854,329,396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31.1409%增加至 31.1467%。 

第四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2018.06.25）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注销完成了限制性股票中因第二个解锁条件未达成

回购的股份 3,989,904 股，总股本由 854,329,396 股变为 850,339,492 股。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31.1467%增加至

31.2928%。 

第五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2018.07.11） 

由于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其原股东储阳光伏

需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上述股份回购已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完成

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850,339,492 股减少至 839,735,401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31.2928%增加至 31.6880%。 

第六次 丁孔贤主动减持:370,000 股，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2019.03.26） 

公司于 2019年 3月 1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拟减持公司股票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2019 年 3 月 26日丁孔贤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了 370,000 股，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

量由 266,095,053 股变更为 265,725,053 股，持股比例由 31.6880%减少为

31.6439%。 

第七次 灏轩投资被动减持 6,737,641 股，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2020.01.15-2020.01.17） 

2020 年 1 月 15 日-1 月 17日，灏轩投资因履约保障比例低于合同约定比例

由质权方中信证券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了 6,737,641 股，公司总股本不变，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由 265,725,053股变更为 258,987,412

股，持股比例由 31.6439%减少为 30.8416%。 

第八次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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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及 2019 年财务追

溯调整后 2016 年和 2017 年业绩未完成的金额增加，其原股东储阳光伏需以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上述股份回购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完成注销，公

司总股本由 839,735,401 股减少至 824,283,865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30.8416%增加至 31.4197%。 

第九次 灏轩投资被动减持 8,233,764 股，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2020.05.12-2020.06.03） 

2020 年 5 月 12 日-6月 3 日，灏轩投资因履约保障比例低于合同约定比例由

质权方中信证券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了 6,737,641 股，公司总股本不变，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由 258,987,412 股变更为 250,753,648

股，持股比例由 31.4197%减少为 30.4208%。 

第十次 灏轩被动减持 4,943,400 股，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2020.08.10-2020.08.14） 

2020 年 8 月 10 日-8 月 14日灏轩投资因履约保障比例低于合同约定比例由

质权方中信证券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了 4,943,400 股，公司总股本不变，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由 250,753,648 股变更为 245,810,248

股，持股比例由 30.4208%减少为 29.8211%。 

综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由前一次披露《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时的30.89%变更为29.82%，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丁孔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东海花园 8栋 

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新疆博州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四楼 405室 

奇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1505 室 

腾名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1505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8-14 

股票简称 珈伟新能 股票代码 3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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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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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股东名称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A 股 丁孔贤 -370,000 0.34% 

A 股 灏轩投资 -19,914,805 -1.95% 

A 股 奇盛控股有限公

司 
- 0.28% 

A 股 腾名有限公司 - 0.27% 

合  计  -20,284,805 -1.0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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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增加              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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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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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阿拉山口

市灏轩股

权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8,842,258 10.24% 68,310,792 8.2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0 0.00% 68,310,792 8.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48,842,258 10.24% - - 

丁孔贤 

合计持有股份 40,881,825 8.57% 73,476,369 8.91%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6,373,444 1.34% 18,369,082 2.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508,381 7.24% 55,107,277 6.69% 

奇盛控股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9,293,925 6.14% 52,914,712 6.4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4,323,481 0.91% 52,914,712 6.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70,444 5.24% - - 

腾名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8,293,925 5.93% 51,108,375 6.2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3,323,481 0.70% 51,108,375 6.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70,444 5.24% - - 

合计 147,311,933 30.89% 245,810,248 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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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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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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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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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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2017年6月2日实施了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由147,311,933股增加至266,095,053  股，因此截止本公告

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合计20,284,805股，持股比例减少1.07%。  

注3：上述数据小数点的差异是因四舍五入的原因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为质权人对灏轩投资质押的部分股份因履约保障比例低于

合同约定比例进行的减持。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经

营产生直接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灏轩投资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进行了预先披露。 

3、截至本公告日，灏轩投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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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登公司下发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