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223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 5%以上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通股

份”）董事长刘振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7,655,5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1%，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前述股份来源于 IPO前、集中竞价交易以及公司转增股本； 

宋建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1,754,8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为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前述股份来源于 IPO前以及公司转增股本；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4,700,1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前述股份来源于 IPO前以

及公司转增股本；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刘振东先生计划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合计16,348,5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9%，具体减持价格区间为17.00-22.00

元/股。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南山投资计划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

14,700,1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1%，具体减持价格区间为 17.00-22.00

元/股。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宋建波先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

计 5,644,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具体减持价格区间为 17.00-22.00

元/股。 

 本次减持可能导致控制权变更 

上述股东本次减持的交易对手方均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



 

 

团”），若本次交易达成，将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振东 5%以上第一大股东 77,655,550 27.51% 

IPO前取得：36,912,857股 

其他方式取得：39,755,049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87,644股 

宋建波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1,754,825 7.71% 

IPO前取得：9,761,597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490,804

股 

其他方式取得：10,502,424 股 

南山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4,700,190 5.21% 

IPO前取得：7,500,097股 

其他方式取得：7,200,093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指通过股本转增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宋建波 21,754,825 7.71% 同一关联人 

南山投资 14,700,190 5.21% 同一关联人 

合计 36,455,015 12.92%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刘振东 4,087,134 1.45% 2020/3/3～

2020/5/30  

6.03-7.70 2020年 2月 27

日 

宋建波 82,400 0.03% 2020/3/6～

2020/3/7  

8.46-8.46 不适用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达成后，刘振东先生、宋建波先生将就其剩余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与

南山集团进行协商安排。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刘振东承诺：（1）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

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2）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减持前所持

股份总数的 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在公司财务报告公开披露后至上述

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上述发行价亦将作相应调整）；（3）减持恒通股份的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若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 1%，

将通过大宗交易系统进行减持。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宋建波、南山投资承诺：（1）公司股票上市后一年内不

减持发行人股份；（2）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减持前所持股份

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在公司财务报告公开披露后至上述期间，

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上

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3）减持恒通股份的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若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 1%，将通

过大宗交易系统进行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

持原

因 

刘振东 

固 定 ：

16,348,536

股 

固定：5.79% 

协议转让减

持，固定：

16,348,536

2020/10

/21 ～

2020/11

/30 

价格区间：

17.00-22.0

0 

IPO前取得、集中竞

价交易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股 

宋建波 

固 定 ：

5,644,800

股 

固定：2.00% 

大宗交易减

持，固定：

5,644,800股 

2020/10

/21 ～

2020/11

/30 

价格区间：

17.00-22.0

0 

IPO 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南 山 投

资 

固 定 ：

14,700,190

股 

固定：5.21% 

协议转让减

持，固定：

14,700,190

股 

2020/10

/21 ～

2020/11

/30 

价格区间：

17.00-22.0

0 

IPO 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资 金

需求 

  

注： 

1、本次减持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的方式实施，转让时间区间为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其他方式取得指通过股本转增方式取得。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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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但由于协议的签署、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本次减持的交易对手方均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若本次交易达成，将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南山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0,608,136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30%，宋建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1,754,825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71%；本次交易完成后南山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57,30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0.30%，宋建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6,110,0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71%，宋建波先生为南山集团董事长，双

方为一致行动人，南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73,411,68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01%。本次交易完成后，南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取得公司控制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南山村村民委员会。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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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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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但减持计划的实施受协议签署、实施及股东质押情

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