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80        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公告编号：2021-002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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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均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火炬”或“公司”）于2021

年3月11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昆吾民乐九鼎”）、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兴九鼎一期”）、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昭宣元盛九鼎”）、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昭宣元泰九鼎”）、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苏州安丰九鼎”）、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兴元安九鼎”）、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祥盛九鼎”）（以上机构股东统称为“九鼎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在2020年7月20日至2021年3月1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3,095,1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19%。本次权益变动后，九鼎投资的持股比例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本次

转让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昆吾民乐

九鼎 
431,200 0.30%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7,103,058.

00 



嘉兴九鼎

一期 
978,300 0.69%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14,396,468

.06 

昭宣元盛

九鼎 

407,700 0.29%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6,024,923.

00 

197,200 0.14% 
2020/7/20-2021/

3/11 

大宗

交易 
10.60-17.01 

2,486,692.

00 

昭宣元泰

九鼎 
326,000 0.23%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4,797,751.

00 

苏州安丰

九鼎 
292,400 0.21%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4,293,770.

00 

昭宣元安

九鼎 
244,700 0.17%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3,599,089.

00 

祥盛九鼎 217,600 0.15% 
2020/7/20-2021/

3/11 

集中

竞价 
10.60-17.01 

3,199,282.

00 

合计 3,095,100 2.19% - - - 
45,901,033

.06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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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昆吾民乐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5,343,000 3.78% 4,911,800 3.47% 

嘉兴九鼎一期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41,000 1.30% 862,700 0.61% 

昭宣元盛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794,000 0.56% 189,100 0.13% 

昭宣元泰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660,700 0.47% 334,700 0.24% 

苏州安丰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8,700 0.49% 396,300 0.28% 

嘉兴元安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2,700 0.33% 218,000 0.15% 

祥盛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379,900 0.27% 162,300 0.11% 

合计 10,170,000 7.19% 7,074,900 4.99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

民乐九鼎投资中心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有限合伙） 伙） 

 

合伙） 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

道东 381号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南江路 1856 号 1号楼

113 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 号公路大厦 1号

楼 512 房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 号公路大厦 1号

楼 512房间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康青山） 

嘉兴合创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委派

代表：康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

康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

康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 10月 14日 2013年 7月 17日 2012 年 7月 31日 2012 年 05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94583753185N 91330402074022384G 91370600050945213X 91370600596566020W 

主要经营范

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

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参与设立投

资企业与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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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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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

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

询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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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

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

询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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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98号星

海大厦 1幢 10层 1006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

镇 3号楼 114 室-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号

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康青山）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康青山）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委派代表：康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 07 月 05日 2012 年 11月 21日 2011 年 11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945781427857 9133040205830519X6 913205945866386417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

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

投资管理顾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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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

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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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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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情况 

（1）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 缴 出 资

（万元） 
出资比例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41% 

上海豪石方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500.00  34.69%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00.00  1.63% 

陕西济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08%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300.00  21.63% 

刘效刚 自然人 2,000.00  8.16% 

刘芬如 自然人 1,200.00  4.90% 

许尔明 自然人 1,000.00  4.08% 

童晓波 自然人 1,000.00  4.08% 

徐雯 自然人 1,000.00  4.08% 

濮雅萍 自然人 1,000.00  4.08% 

陆华超 自然人 1,000.00  4.08% 



李怡 自然人 1,000.00  4.08% 

合计   24,500.00  100.00% 

 

（2）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合创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6000 4.17%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13.89%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2800 22.79% 

苏州璞玉嘉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7175 11.93%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000 13.89% 

成都洪源远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600 0.42% 

长沙九信嘉鼎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400 3.06%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13.89% 

九江志德通源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00 1.39% 

湖南汉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0.35% 

长沙九金企业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000 2.08% 

白斌 自然人 4000 2.78% 

李砚平 自然人 3275 2.28% 

齐鸣 自然人 3500 2.43% 

蒋丽君 自然人 1200 0.83% 

龚雷海 自然人 5000 3.47% 

郑福森 自然人 500 0.35% 

合计  143950 100.00% 

 

（3）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 出资比



资（万

元） 

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    0.63%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300   20.69%  

苏寿梁 自然人 1200    7.52%  

陈睿 自然人 1200    7.52%  

长沙市利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00    6.90%  

于洋 自然人 1000    6.27%  

孙贻财 自然人 1000    6.27%  

马永玲 自然人 1000    6.27%  

陈红斌 自然人 1000    6.27%  

苏州朝龙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5050   31.66%  

合计  15950 100% 

 

（4）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

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85 0.84% 

南昌江中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930.00 99.16% 

合计  12,030.85 100.00% 

 

（5）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

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1.00%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9600.00 98.88% 

李虹达 自然人 30.00 0.07% 

张云峰 自然人 20.00 0.05% 

合计  40050.00 100.00% 

 

（6）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

元）  

出资比例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77%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 26.92% 

苏州工业园区申鑫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400.00 26.15% 

苏州嘉宁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 23.08% 

常虹 自然人 1000.00 7.69% 

来军 自然人 1000.00 7.69%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69% 

合计  13000.00 100.00% 

 

（7）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

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1.47% 

长沙九岚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261.00 3.84% 

方建 自然人 765.00 11.25%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9.41%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5.29% 

李贵芬 自然人 939.00 13.81% 

湖南诚勋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89.00 10.13% 



湖南微讯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8.97% 

长沙国锦嘉鼎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76.00 12.88% 

汉天控股（深圳）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94% 

合计  6,800.00 10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股份减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本次权益变动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