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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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南海成长”）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同创锦程”）、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同锦创业”）持有公司股份 14,128,3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7日披露

了《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南海成长和一致行动人同创锦程、同锦创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合计减持股份数不超过 31,188,63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1.03%。

2021年 5月 31 日，公司收到南海成长和一致行动人同创锦程、同锦创业发来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 601 号三堡产业大厦 B 幢 4 楼 411室 

法定代表人 杭州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0874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33010439631458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 

经营期限 2014-07-03 至 2021-07-02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

情况 
杭州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23.8860%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中豪大酒店主楼 402 室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24 层 

法定代表人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2948.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440300334975641A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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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 

经营期限 2015-04-22 至 2065-04-17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

情况 
杭州陆投云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58.9232%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 999 号 6 幢 209-1-324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68 号鄞州金融大厦 A 幢 10 层 1038室 

法定代表人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330212MA282CQQX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经营期限 2016-07-22 至 2046-07-21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

情况 
宁波市鄞州共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96% 

通讯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68 号鄞州金融大厦 A 幢 10 层 1015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变动比例 

（%） 

杭州南海 集中竞价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人民币普

通股 
1,206,800 0.4271% 

同创锦程 集中竞价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人民币普

通股 
950,000 0.3362% 

同锦创业 集中竞价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人民币普

通股 
775,000 0.2743% 

合计 2,931,800 1.0376%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投资者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信 息 披 露

义务人：南

海成长 

合计持有股份 6,824,961 2.4153% 5,618,161 1.9882%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6,824,961 2.4153% 5,618,161 1.9882% 

信 息 披 露

义务人：同

创锦程 

合计持有股份 3,686,038 1.3045% 2,736,038 0.968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686,038 1.3045% 2,736,038 0.9683% 

信 息 披 露

义务人：同

锦创业 

合计持有股份 6,549,159 2.3177% 5,774,159 2.0434%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6,549,159 2.3177% 5,774,159 2.0434%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7,060,158 6.0375% 14,128,358 4.999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7,060,158 6.0375% 14,128,358 4.9999%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海成长、同创锦程、同锦创业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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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