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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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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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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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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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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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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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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ST 远程/上市公司/公司 指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信资产 指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 指 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资产 指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集团 指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国资委 指 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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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信资产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惠山大道 1699 号 1311-3 室(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朱文波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6MA1MB7L28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5-11-16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咨询(不含

证券、期货类)；受托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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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人民币 100% 

通讯地址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惠山大道 1699 号 1311-3 室(开发区) 

联系电话 0510-85181609 

（二）苏新投资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朱文波 

认缴出资额： 1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92MA1YMC37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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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收购兼并方案策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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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9-06-28 

经营期限： 2019-06-28 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8 号 

联系电话： 0510-8518160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与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联信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江苏资产和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信资产共同设立，江苏资产为有限合伙人，联信资产为普通合

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为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100%的股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无锡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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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3 年 5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 汤兴良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067695492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3-05-16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江苏省内金融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从事企

业资产的并购、重组(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对外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企业项目策划；

企业上市、风险管理服务；受托管理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业务；企业破产清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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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8 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

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无锡联宜资产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 1%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

类)。 

2 
无锡联惠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50,000 1%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3 
无锡联湖产业调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 0.5%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

理；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收购兼并方案策划服务。 

4 
无锡联赢产业优化调整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0.1%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

理；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收购兼并方案策划服务。 

5 
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10%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收购兼

并方案策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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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锡联澄优化调整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0.10%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江苏联宜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75%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股权投资；破产清算服务；企

业管理；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江苏资产所控制的核心企

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公

司 
10,000 1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

货类）；受托资产管理。 

2 

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 90.00%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收购兼并

方案策划服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设立不满三年，信息披露

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总资产 238,038,400.45 344,479,717.29 634,494,354.16 

总负债 2,194,910.82 151,585,275.62 498,630,604.76 

净资产 235,843,489.63 192,894,441.67  135,863,749.40  

资产负债率 0.92% 44.00% 78.59% 

营业收入 56,275,250.60  75,180,999.93 41,039,8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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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56,275,250.60  75,180,999.93 41,039,868.27 

净利润 42,949,047.96  57,030,692.28 27,271,762.47 

净资产收益率 18.21% 29.57% 20.07%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的处罚和涉及诉

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

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亦

不存在重大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朱文波 男 中国 否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戴菊玲 女 中国 否 监事 

（二）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朱文波 男 中国 否 委派代表，投决委委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未有在上市公司任职。上述人员在最近五

年内没有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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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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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

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权益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外没有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权益。控股

股东江苏资产持有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98,470 股，占总股

本的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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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及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上市

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

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

其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

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若将来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权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

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本次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

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8 个月的限制，但应当遵守《收购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程序 

本次收购已在 2019 年 6 月 24 日由江苏资产第二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25 次临

时会议审核通过，在 2019 年 7 月 22 日由国联集团董事局会议审核通过。 

2020 年 8 月 24 日，联信资产作出执行董事决定通过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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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联信资产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取得 ST 远程 45,361,200 股股票，占上市总股本

的 6.316%。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联信资产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9,814,714 股，一致行动

人苏新投资直接持有 130,091,326 股。二者合计持股 199,906,04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7.83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联信资产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4,453,514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3.405%。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30,091,32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8.115%，二者合计持股 154,544,8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520%。 

本次权益变动后，联信资产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9,814,714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9.721%。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30,091,32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8.115%，二者合计持股 199,906,0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836%。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联信资产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2020）苏 02 执 291 号之三”的《执行裁定书》，具体内容

如下：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厦思证内字第 10174 号执行证书，

依法拍卖被执行人杨小明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45361200 股 ST 远程

电缆股票（证券代码 002692，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买受人无锡联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件号码：91320206MA1MB7L28L）以 136083600 元人

民币的总价 1 竞得（3 元/股），现已付清全部成交款。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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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的

规定，裁定如下： 

杨小明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45361200 股 ST 远程电缆股票（证

券代码 002692，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归买受人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所有。 

本裁定书送法后立即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权益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杨小明持有的 ST 远程 45,361,2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316%）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尽快办理该部分上市公司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以及过户以及目标股份的

交割。 

除此之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被质押、冻结或其

他等权利受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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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需要支付的总拍卖价款为 136,083,600.00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司法拍卖所需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资金以及向信息披露义

务人股东江苏资产借款，该资金不存在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情形，亦不

存在利用本次间接受让的上市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三、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 

联信资产已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在阿里司法拍卖网支付了人民币 10,000,000

元保证金，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将本次竞拍价款的尾款人民币 126,083,600.00 元

汇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银行账户。 

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联信资产已付清了拍卖款项合计

136,083,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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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对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

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

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具体重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事项，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ST 远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和承

担股东义务，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补选董事、监事，并由董事会

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具体计

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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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

改变的具体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具

体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

重大影响的具体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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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改变上市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及财务

方面的独立性，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及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为了保证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

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保证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且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

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

系独立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保证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本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

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3、保证不干涉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违法干预上市公司的资

金使用。 

（三）保证机构独立 

承诺人支持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业务经营部门或其他机构及其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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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依法运作，不通过行使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以外的

方式干预上市公司机构的设立、调整或者撤销，或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其他

机构及其人员行使职权进行限制或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 

（四）资产独立、完整 

承诺人维护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和完整性，本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

公司不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不侵害上市公司对其法人财产的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五）保证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继续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

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3、保证尽量减少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

务的情形，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避免在未来的业务中与 ST 远程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本公司可控制的其经营的业务可能会与

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企业。 

2、本公司不会向其他在业务上与上市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9 

争的公司、企业、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3、在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不会通过自己或可控制的其他企业，

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如有该类业务，其所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

所有。 

4、如将来出现本公司所投资的全资、控股企业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构成

竞争的情况，本公司同意通过有效方式将该等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经营或采取其他

恰当的方式以消除该等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本公司出让在该等企业

中的全部股份，本公司给予上市公司对该等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ST 远程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委托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苏

南电缆和裕德电缆拟委托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江苏资产申请总额 12 亿元人

民币的借款，借款期限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年利率 4.225%。信息披露义务人

控股股东江苏资产已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支付委托贷款资金 12 亿元。 

ST 远程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于 ST 远程和财务公司同为

国联集团的下属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财务公司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为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作为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期间，将尽可能

减少和规范本公司及本公司目前（如有）和未来的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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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有）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本公司及本公司目前（如有）

和未来的控股子公司将一律严格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在市场公平

交易中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如有）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

者的条件，并依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及《远程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规范相关交易行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如有）、上

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远程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及规定，避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要求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并造成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如有）经济损失的，本

公司同意赔偿相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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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重大资产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高

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重

大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

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的交易。 

三、是否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

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它任何类似安

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

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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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 6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司法拍卖方式买入上

市公司股票 600 万股，成交价格为 1794.00 万元，由于目前法院执行裁定书尚未

出具，暂未办理过户手续。 

除前述权益变动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 6 个月内，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份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各自

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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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联信资产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其出具的苏公 W[2020]A643 号、苏公 W［2019］A157 号审计报告，

天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出具的天衡锡审字〔2018〕00063 号审计

报告，其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1,978,866.36 18,414,598.72  36,908,188.3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023,600.00  260,628,044.44  570,472,165.79  

 其他应收款  100.00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43,002,566.36 279,042,643.16  607,380,354.1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7,425,981.62 65,422,310.54  27,114,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27,599,994.60 0.00 0.00 

 固定资产  9,857.87 14,763.59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5,035,834.09 65,437,074.13  27,114,000.00  

 资产总计  238,038,400.45 344,479,717.29  634,494,354.1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0.00 0.00  300,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0.00 113,685,643.09  195,685,643.09  

 预收款项  0.00 21,896,000.0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602,525.85 5,743.00  0.00  

 应交税费  1,570,097.40 15,995,761.34  2,912,336.67  

 其他应付款  22,287.57 2,128.19  32,625.00  

 流动负债合计  2,194,910.82 151,585,275.62  498,630,604.76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2,194,910.82 151,585,275.62  498,630,604.76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4 

 实收资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盈余公积  13,584,348.97 9,289,444.17  3,586,374.94  

  未分配利润  122,259,140.66 83,604,997.50  32,277,374.46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235,843,489.63 192,894,441.67  135,863,749.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238,038,400.45 344,479,717.29  634,494,354.16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一、营业收入  56,275,250.60 75,180,999.93  41,039,868.27  

 减：营业成本  0.00  0.00  4,800,000.00  

 税金及附加  135,094.50 121,422.09  140,335.12  

 管理费用  2,377,545.72 268,372.72  36,236.84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239,302.91 629,739.42  902,747.67  

 加：其他收益   0.00  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414,063.50 800,000.00  866,666.67  

 二、营业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56,415,976.79 74,961,465.70  36,027,215.31  

 加：营业外收入  814,900.00 1,080,000.00  336,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0.00  0.00  

 三、利润总额（亏

损总额以“-”号填

列）  

57,230,876.79 76,041,465.70  36,363,215.31  

 减：所得税费用  14,281,828.83 19,010,773.42  9,091,452.84  

 四、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42,949,047.96 57,030,692.28  27,271,762.47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一、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295,102,252.50 407,943,488.68  119,238,100.2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55,592.75 1,659,048.08  533,5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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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入小计 296,157,845.25 409,602,536.76  119,771,674.94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15,732,314.17 120,004,896.04  412,731,412.0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522,510.01 168,021.34  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970,580.35 7,060,621.46  7,837,658.6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48,603.24 101,823.07  38,278.60  

现金流出小计 147,474,007.77 127,335,361.91  420,607,34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683,837.48 282,267,174.85  -300,835,674.38  

二、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1,730,000.00 0.00  19,686,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2,330,190.07 800,000.00  866,666.67  

现金流入小计 4,060,190.07 800,000.00  20,552,666.67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0.00  17,600.00  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29,179,759.91 303,414.50  34,870,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129,179,759.91 321,014.50  34,87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5,119,569.84 478,985.50  -14,317,333.33  

三、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0.00 0.00  50,000,0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

现金 
0.00 0.00  400,00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0.00 0.00  450,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现金 
0.00 300,000,000.00  10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0.00 1,239,750.00  1,063,055.56  

现金流出小计 0.00 301,239,750.00  101,063,055.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00 -301,239,750.00  348,936,944.44  

四、汇率变动对现

金的影响 
0.00 0.0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 23,564,267.64 -18,493,589.65  33,783,9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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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18,414,598.72 36,908,188.37  3,124,251.64  

六：期末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41,978,866.36 18,414,598.72  36,908,188.37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设立不满三年，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信息披露义

务人联信资产，其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请参看“第十节 一、信息披露义务

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三、 主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 

联信资产财务报告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

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编制。联信资

产财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目的注释详见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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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不存

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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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策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化的证

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各自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

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7、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未发生

重大交易的说明； 

8、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声

明以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7、2018、2019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2、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3、法院《执行裁定书》。 

14、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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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定地址，以供投资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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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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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朱文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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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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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朱文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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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姚志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3 

 

（本页无正文，为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朱文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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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宜兴 

股票简称 ST 远程 股票代码 00269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

地址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

惠 山 大 道 1699 号

1311-3 室（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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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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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

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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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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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信息披露前持股数量：24,453,514 股，持股比

例 3.405%。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在本次信息义务披露前持股数量：

130,091,326 股，持股比例 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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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数量：增加 45,361,200 股，变动比例：增加 6.316% 

变动后数量：合计持有 199,906,040 股，变动后比例 27.836%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69,814,714 股股份，持股比例

9.721%；一致行动人苏新投资持有 130,091,326 股，持股比例 18.115%）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ST 远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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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5 

股票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

通过深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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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朱文波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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