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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2              证券简称：普丽盛              公告编号：2020-054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大容民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大容”）

持有本公司股份 27,79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80%；本次股份质押后，

新疆大容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 27,524,673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9.0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5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姜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72,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7%；本次股份质押后，姜卫东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合计为 1,072,5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07%。 

截至本公告日，新疆大容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工业园区合杰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合杰”）、姜卫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117,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12%；本次股份质押后，新疆大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股份共计 31,347,173 股，占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1.88%，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1.35%。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大容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姜卫东先生的通知，

获悉新疆大容及姜卫东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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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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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新疆

大容 
是 9,550,000 34.36% 9.55% 否 否 2020.9.22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杨国芬 

回购新疆

大容合伙

人出资份

额  

新疆

大容 
是 450,000 1.62% 0.45% 否 否 2020.9.22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杨国芬 

回购新疆

大容合伙

人出资份

额   

姜卫

东 
是 1,072,500 100.00% 1.07% 否 否 2020.9.22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杨国芬 

为新疆大

容融资提

供担保 

合计 11,072,500 32.45% 11.07%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等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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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新疆

大容 
27,795,000 27.80% 17,524,673 27,524,673 99.03% 27.52% 0 0.00% 0 0.00% 

苏州

合杰 
5,250,000 5.25% 2,750,000 2,750,000 52.38% 2.75% 0 0.00% 0 0.00% 

姜卫

东 
1,072,500 1.07% 0 1,072,500 100.00% 1.07% 804,375  75.00% 0 0.00% 

合计 34,117,500 34.12% 20,274,673 31,347,173 91.88% 31.35% 804,375  2.57% 0 0.00% 

注：姜卫东先生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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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新疆大容的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主要用于回购新疆大容合伙人出资份额，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姜卫东先生的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主要用于为新疆大容融资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新疆大容与姜卫东先生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相关需求无关。 

（二）新疆大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  

15,253,1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44.71%，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5%，对应

融资余额为 14,704.60 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股票质押融资或自筹资金等方式。

除前述部分外，新疆大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

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对应融资余额

为 0.00 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股票质押融资或自筹资金等方式。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疆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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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对上市公司

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治理等未产生重大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五）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 

1、新疆大容资信状况 

（1）新疆大容基本情况 

名称 新疆大容民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6607151916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姜卫东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 752 号西部绿谷大厦四楼

B 区 118 号房间 

合伙期限 2007 年 4 月 29 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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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新疆大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353.30 16,739.35 

负债总额 8,097.23 8,021.48 

净资产 8,256.07 8,717.87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461.81 -913.41 

净利润 -461.8 -91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29 2,000.70 

偿债能力指标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49.51% 47.92% 

流动比率 171.79% 178.22% 

速动比率 171.79% 178.22%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5.73% 24.94%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疆大容各类借款总额为20,704.60万元（含本次

质押融资），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13,344.60万元；除前述部分外，

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0.00万元，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

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的能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

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暂不存在偿债风险。  

（4）新疆大容没有发行过债券。 

（5）截至本公告日，新疆大容持有公司股票27,795,000股，按2020年9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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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盘价28.82元/股计算，其对应市值80,105.19万元，故其有充足的偿债能力，

不存在风险。 

2、苏州合杰资信状况 

（1）苏州合杰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合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5725504036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姜晓伟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56 号 

合伙期限 2011 年 03 月 31 日至 2022 年 0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及投资管理服务。 

 （2）苏州合杰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57.82 2,357.84 

负债总额 1,361.09 1,361.09 

净资产 996.72 996.75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03 -0.10 

净利润 -0.03 -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3  -0.10 

偿债能力指标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57.73% 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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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 100.24% 100.24% 

速动比率 100.24% 100.2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02% -0.007%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合杰各类借款总额为1,360.00万元，未来半年

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1,360.00万元，除前述部分外，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

上述债务金额为0.00万元，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

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的能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情况，暂不存在偿债风险。  

（4）苏州合杰没有发行过债券。 

（5）截至本公告日，新疆大容持有公司股票5,250,000股，按2020年9月22

日收盘价28.82元/股计算，其对应市值15,130.50万元，故其有充足的偿债能力，

不存在风险。 

3、姜卫东先生基本情况 

姜卫东，男，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闵行区，2011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姜卫东直接持有公司1,072,500股股份，为本公司四个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舒

石泉、姜晓伟、张锡亮共同控制新疆大容和苏州合杰。姜卫东、舒石泉、姜晓伟、

张锡亮通过新疆大容和苏州合杰共同控制的核心企业为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具体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情况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姜卫东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因债务问题

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不存在偿债风险。 

（六）目前新疆大容质押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为：新疆大容于 2019 年 1 月

引进投资者特殊机会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特殊

机会一期”），特殊机会一期以现金增资方式出资人民币 10,000.00 万元获得新疆

大容 14.82%的出资份额，向新疆大容提供资金支持。新疆大容持有公司的

11,619,800 股股份质押给特殊机会一期。该笔质押股份占新疆大容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41.8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62%。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2）。上述质押仅作为担保措施，不存在平仓风险。因特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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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拟退出新疆大容，新疆大容以股份质押方式融资用于回购新疆大容合伙人出

资份额，实际控制人之一姜卫东股份质押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七）新疆大容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主要用于回购特殊机会一期的出资份额，

待完成回购后，将解除 11,619,800 股股份质押状态，从而将新疆大容及一致行动

人的质押率降至 57.82%。新疆大容融资贷款预计还款来源主要为自筹资金、项

目投资收益等。 

（八）新疆大容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资金往来、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九）新疆大容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

内，不存在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

押风险情况，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