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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4            证券简称：汇川技术          公告编号：2021-063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超过 1%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朱兴明先生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汇川技术”）于近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朱兴明先生的通知，因其与钟进女士感情破裂，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

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签署了相关协议，双方已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办理了离婚手续。

另外，因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第四期股权激励部分股票期权行

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总股本变动的影响，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

市汇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川投资”） 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已被稀释。 

上述权益变动后，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川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20.0227%。相较于本次权益变动前，总持股比例减少了 2.8873%。 

上述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现将权

益变动内容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前，朱兴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6,584,667 股，历经 2020 年年度权益分

派事项后，其股份数量调整为 129,877,0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7%。同时，

朱兴明先生通过持有汇川投资 43.41%的股权，间接控制本公司 17.9100%的股份。从

而合计控制公司 22.9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后，朱兴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9,576,7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30%，

并通过持有汇川投资 43.41%的股权，间接控制公司 17.7496%的股份。朱兴明先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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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控制公司 20.0227%的股份，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汇川投资 310,146,935 17.9100% 465,220,404  17.7496% 

朱兴明 86,584,667 4.999997% 59,576,728  2.2730% 

合计 396,731,602 22.9100% 524,797,132 20.0227% 

 

二、权益变动的原因 

（一）第三期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 

2020 年 7 月 2 日，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 56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总计 11,970,816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致使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汇

川投资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0.1595%。变动后，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川投资持

股比例为 23.0695%。 

（二）第四期股权激励部分股票期权行权 

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开

始行权。截至 2021 年 7 月 7 日，共计行权 4,696,110 股，致使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汇川投资持股比例合计被动稀释 0.0419%。变动后，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汇川投资持股比例为 23.0276%。 

（三）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1 年 6 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44 号）批复，公司向 12 名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6,732,241 股。2021 年 7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

登记申请材料，预计 36,732,241 股新增股票将于 2021 年 7 月中旬上市。朱兴明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川投资未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致使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0.3227%。变动后，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川投资持股比例为 22.7049%。 

（四）财产分割 

朱兴明先生与钟进女士因感情破裂，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双方已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办理了离婚手续，按照协议约定，朱兴明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 70,300,273 股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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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过户至钟进女士名下。朱兴明先生通过汇川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维持不

变。本次过户完成后，朱兴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川投资持股比例将减少 2.6822%，

总持股比例为 20.0227%。 

综上，朱兴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川投资持股比例合计减少 2.8873%，总持股比例

为 20.0227%。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二）本次离婚财产分割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票非交易过户手续。 

（三）钟进女士未在公司及其子公司处任职，未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 

（四）朱兴明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均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权益分派转增的股

份。离婚财产分割涉及的股份转让完成后，钟进女士就其取得的股份，将履行《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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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即：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

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五）公司将根据股份非交易过户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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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相关权益变动基本情况表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朱兴明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7 月 8 日 

股票简称 汇川技术 股票代码 300124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及变动原因 
持股变动股数（万股） 持股变动比例（%） 

A 股，第三期股权激励部

分限制性股票注销 
0 增加 0.1595% 

A 股，第四期股权激励部

分股票期权行权 
0 减少 0.0419% 

A 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0 减少 0.3227% 

财产分割 7,030.0273 减少 2.6822% 

合  计 7,030.0273 减少 2.887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离婚财产分割以及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的持股比

例变动）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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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合计持有股份 39,673.1602 22.9100 52,479.7132 20.02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730.9377 18.9011 46,522.0404 17.74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942.2225 4.0089 5,957.6728 2.273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

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

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购买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权益变动相关证明 

注：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