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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市凯隆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隆”）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广州凯隆对其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

行了补充，现就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第一节  释义”补充修订以下内容： 

补充修订前：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1 年 6 月 2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建控股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以共计 2,762,000,686 元的价格（约为每

股人民币 5.12 元）转让凯隆置业持有的嘉凯城无限售流

通股股份共计 539,453,259 股股份（占嘉凯城总股本的

29.90%）。同时，凯隆置业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

弃其持有上市公司 502,548,858 股对应的表决权，占上

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7.85%。 

 

补充修订后：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17 年 5 月 9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嘉凯城

952,292,502 股，占嘉凯城当时总股本的 52.78%。2018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以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嘉凯城 89,709,615 股，占嘉凯城总股

本的 4.97%。2021 年 6 月 2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

建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共计 2,762,000,686 元

的价格（约为每股人民币 5.12 元）转让凯隆置业持有的

嘉凯城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共计 539,453,259 股股份（占

嘉凯城总股本的 29.90%）。同时，凯隆置业承诺无条件



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 502,548,858 股对应

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7.85%。 

本次股份转让 指 

2021 年 6 月 2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建控股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以共计 2,762,000,686 元的价格（约为每

股人民币 5.12 元）转让凯隆置业持有的嘉凯城无限售流

通股股份共计 539,453,259 股股份（占嘉凯城总股本的

29.90%）。同时，凯隆置业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

弃其持有上市公司 502,548,858 股对应的表决权，占上

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7.85%。 

注：根据“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让”的释义，对《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正文相关内容同步进行了少许调整。 

 

二、“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嘉凯城股份数量为 1,042,002,117 股，

占嘉凯城股份总数的 57.7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嘉凯城股

份数量为 502,548,858 股，占嘉凯城股份总数的 27.85%。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

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 502,548,858 股对应的表决权，占

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7.8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广州

凯隆 

持股数量

（股） 

表决权比

例（%）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表决权比例

（%） 

持股比例

（%） 

1,042,002,117 57.75 57.75 502,548,858 0 27.85 

 

补充披露后：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嘉凯城 952,292,502 股，占嘉凯城当

时总股本的 52.78%。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变动情况： 

1、2018 年 7 月 17 日—2018 年 8 月 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41,997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804,191,500

股）1.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035）； 

2、2018 年 10 月 9 日—2018 年 10 月 1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41,832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804,191,500 股）1.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刊登在巨潮

咨询网（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2%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7）； 

3、2018 年 10 月 22 日—2018 年 10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41,928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804,191,500 股）1.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

咨询网（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3%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8）； 

4、2018 年 10 月 24 日—201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41,935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804,191,500 股）1.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

咨询网（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4%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0）； 

5、2018 年 11 月 2 日—2018 年 11 月 1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41,923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804,191,500 股）0.9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

咨询网（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

告》（公告编号 2019-04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嘉凯城股份数量为 1,042,002,117

股，占嘉凯城股份总数的 57.7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嘉凯城股份数量为 502,548,858 股，



占嘉凯城股份总数的 27.85%。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

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 502,548,858 股对应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7.8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凯隆

置业 

持股数量

（股） 

表决权比

例（%）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表决权比例

（%） 

持股比例

（%） 

952,292,502 52.78 52.78 502,548,858 0 27.85 

 

三、“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五、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补

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五、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州凯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42,002,11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7.75%，累计质押股份 639,340,000 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61.36%，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4%。广州凯隆将在标的股份过户前解除部分标

的股份的质押状态，保证本次权益变动股份过户时不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形。 

 

补充披露后： 

五、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凯隆置业持有上市公司 1,042,002,117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 57.75%，其中 639,340,000 股股份已质押，涉及股票质押融资余额

120,000 万元。凯隆置业拟通过本次交易向华建控股转让 539,453,259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9.90%。为保障本次交易如期实施，凯隆置业拟以不来源于本次

股份转让款的自有资金偿还相关股票质押融资借款约 3.46 亿元，以解除质押

136,791,14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7.58%，上述解质押手续预计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完成。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广州凯隆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更新后）。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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