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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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协议转

让、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

130,583,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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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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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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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坤 男 监事 中国 广州 无 

郑伟彬 男 监事 中国 广州 无 

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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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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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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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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8 日，鸿达兴业集团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94,000,000 股。 

2、鸿达兴业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处于换股期，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鸿达兴业集团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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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482 股。 

3、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期间，鸿达兴业集团部分质押股

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平仓导致被动减持 15,142,730 股。  

4、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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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 18,994,000 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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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处于转股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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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4 日，鸿达兴业总股本变更为 2,590,74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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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期间持有鸿达兴业股份减少 130,583,212 股，持股比例减少

5.0603%。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股份的计划 

1、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期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仍处于换股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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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鸿达兴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完成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98），鸿达兴业集

团披露相关减持计划，可能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7,663,407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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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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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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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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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让、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减少 130,58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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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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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1/27 --- 0 0.0000% 2,589,000,540 588,840,976 22.7439%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 4.05 -23,091 -0.0009% 2,589,000,795 588,817,885 22.7431%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 --- 0 0.0000% 2,589,000,795 588,817,885 22.7431%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3 3.94 -21,705 -0.0008% 2,589,000,795 588,796,180 22.7422%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4 3.94 -18,579 -0.0007% 2,589,000,795 588,777,601 22.7415%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7 3.91 -18,046 -0.0007% 2,589,001,050 588,759,555 22.7408%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7 --- 0 0.0000% 2,589,001,050 588,759,555 22.7408% 

协议转让 2020/12/8 4.14 -94,000,000 -3.6307% 2,589,001,050 494,759,555 19.1101%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8 3.86 -16,009 -0.0006% 2,589,001,050 494,743,546 19.1094%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9 3.89 -17,543 -0.0007% 2,589,001,050 494,726,003 19.1088%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0 3.80 -14,743 -0.0006% 2,589,001,050 494,711,260 19.1082%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1 3.75 -12,105 -0.0005% 2,589,001,050 494,699,155 19.1077%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4 3.77 -10,297 -0.0004% 2,589,001,050 494,688,858 19.1073%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5 3.42 -8,563 -0.0003% 2,590,710,527 494,680,295 19.0944%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15 --- 0 -0.0126% 2,590,710,527 494,680,295 19.0944%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6 3.26 -7,108 -0.0003% 2,590,711,317 494,673,187 19.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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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16 --- 0 0.0000% 2,590,711,317 494,673,187 19.0941%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7 3.19 -40,873 -0.0016% 2,590,711,827 494,632,314 19.0925%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17 --- 0 0.0000% 2,590,711,827 494,632,314 19.0925%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18 3.25 -4,447 -0.0002% 2,590,713,102 494,627,867 19.0923%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18 --- 0 0.0000% 2,590,713,102 494,627,867 19.0923%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1 3.20 -3,724 -0.0001% 2,590,713,357 494,624,143 19.0922%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1 --- 0 0.0000% 2,590,713,357 494,624,143 19.0922%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2 3.11 -3,058 -0.0001% 2,590,723,561 494,621,085 19.0920%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2 --- 0 -0.0001% 2,590,723,561 494,621,085 19.0920%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3 3.10 -2,512 -0.0001% 2,590,724,326 494,618,573 19.0919%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3 --- 0 0.0000% 2,590,724,326 494,618,573 19.0919%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4 2.95 -2,063 -0.0001% 2,590,724,581 494,616,510 19.0918%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4 --- 0 0.0000% 2,590,724,581 494,616,510 19.0918%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5 3.04 -1,695 -0.0001% 2,590,724,581 494,614,815 19.0918%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8 3.00 -1,392 -0.0001% 2,590,724,836 494,613,423 19.0917%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8 --- 0 0.0000% 2,590,724,836 494,613,423 19.0917%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29 2.99 -1,143 0.0000% 2,590,725,091 494,612,280 19.0917%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29 --- 0 0.0000% 2,590,725,091 494,612,280 19.0917%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30 2.96 -939 0.0000% 2,590,725,116 494,611,341 19.0916%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0/12/30 --- 0 0.0000% 2,590,725,116 494,611,341 19.0916%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12/31 2.99 -771 0.0000% 2,590,725,116 494,610,570 19.0916%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4 3.08 -633 0.0000% 2,590,725,116 494,609,937 19.0916%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5 3.02 -520 0.0000% 2,590,727,667 494,609,417 19.0915%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1/1/5 --- 0 0.0000% 2,590,727,667 494,609,417 19.0915%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6 2.96 -427 0.0000% 2,590,727,667 494,608,990 19.0915% 

集中竞价 2021/1/7 2.93 -132,539 -0.0051% 2,590,727,667 494,476,451 19.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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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8 2.96 -847,693 -0.0327% 2,590,727,667 493,628,758 19.0537%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11 2.89 -10,139,783 -0.3914% 2,590,727,922 483,488,975 18.6623%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1/1/11 --- 0 0.0000% 2,590,727,922 483,488,975 18.6623%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12 2.85 -8,091,207 -0.3123% 2,590,727,922 475,397,768 18.3500%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13 2.83 -7,301,887 -0.2818% 2,590,727,947 468,095,881 18.0681%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1/1/13 --- 0 0.0000% 2,590,727,947 468,095,881 18.0681%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14 2.86 -7,391,635 -0.2853% 2,590,748,864 460,704,246 17.7827% 

可交债换

股 
2021/1/14 3.27 -2,446,482 -0.0944% 2,590,748,864 458,257,764 17.6882% 

公司可转

债转股 
2021/1/14 --- 0 -0.0001% 2,590,748,864 458,257,764 17.6882% 

合计  -130,583,212 -5.0558%    

注：1、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鸿达兴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及鸿达兴业集团认购的

鸿达兴业非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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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司总股本为 2,590,74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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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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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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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鸿达兴业股份 764,346,391 股，占鸿达兴业当时总股本的 29.5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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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鸿达兴业股份 633,763,179股,占鸿达兴业当前总股本的 24.4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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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840,976  22.7440% 458,257,764 17.688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88,840,976  22.7440% 458,257,764 17.6882% 

     有限售条件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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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成禧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5,505,415 6.7789% 175,505,415 6.7743%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75,505,415 6.7789% 175,505,415 6.7743%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0000% 0 0.0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764,346,391 29.5229% 633,763,179 24.4625%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764,346,391 29.5229% 633,763,179 24.4625%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 

1、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开始转股，由于持有人转股，公司

总股本持续发生变动。截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 2,588,996,332 股；截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 2,590,748,864 股。因此，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持股比

例以 2020 年 11 月 25 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以 2021 年 1 月

14 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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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6%。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的减持属于鸿达兴业集团履行上述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而进行的减持。其余变动为鸿达兴业集团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换股、协议转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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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257,764 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7.6882%；其中累计质押冻结股

份 390,751,421 股，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总数的 85.2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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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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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63,179

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4.4625%；其中累计质押冻结股份 565,851,421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89.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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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5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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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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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即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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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76,105

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被动减持 51,575,791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62,400,000 股，合计持股减少 204,151,896 股。除此以外，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

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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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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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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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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346,391股，持股比例：29.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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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8,996,332股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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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763,179股，持股比例：24.4625%； 

变动数量：-130,583,212股，变动比例：-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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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748,864股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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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期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仍处于换股期，未来仍

存在因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鸿达兴业股份减少

的可能。 

2、鸿达兴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完成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98），鸿达兴业集团

披露相关减持计划，可能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7,663,407 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3%），其中，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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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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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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即自 2020年 5月 2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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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76,105

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被动减持 51,575,791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62,400,000 股，合计持股减少 204,151,896 股。除此以外，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

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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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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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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