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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公告 
 

股东宿迁楚联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业科技”）于 2021 年 11

月 26日收到股东宿迁楚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联科技”，曾用名：东莞市

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涉及名称变更前的事项简称“正业实业”）的通知，获悉

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且于同日其协议转让给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投资”）的部分公司股份已完成第二批 34,580,710 股

的交割，并于 2021 年 11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日，楚联科技与合盛投

资协议转让的股份已全部过户完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解质押

前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楚联科技 否 

14,220,819 12.30 3.85 
2017年 9

月 12日 

2021年 11

月 25日 
五矿证券

有限公司 

11,745,053 10.15 3.18 
2017年 9

月 20日 

2021年 11

月 25日 



6,151,801 5.32 1.67 
2017年 11

月 09日 

2021年 11

月 25日 

1,907,921 1.65 0.52 
2018年 04

月 23日 

2021年 11

月 25日 

555,116 0.48 0.15 
2018年 06

月 01日 

2021年 11

月 25日 

合计 34,580,710 29.90 9.37 - - - 

注：(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转让已完成，合盛投资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110,125,153股，占公司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的 29.87%，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合盛投资，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上述数据若出现合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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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当

前所持

股份比

例（%） 

占公司

当前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楚联科

技 
81,077,804 21.96 79,835,747 98.47 21.63 0 0 0 0 

注：上表中的持股数量为楚联科技协议转让 34,580,710股过户完成后的持股数量。 

二、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正业实业与合盛投资于 2021 年 6月 18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东莞市正业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双方并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正业实业拟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正业科技 79,442,17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当时总

股本的 21.25%，占公司当时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21.28%）转让给合盛投资；同

时，正业实业拟将其持有的正业科技 30,682,983 股股份（占公司当时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比例为 8.22%）于委托期限内无条件、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全部委托给合盛投资行

使。若本次交易完成，合盛投资将实际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 110,125,153 股（占

公司当时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29.50%）对应的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

合盛投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

德镇市国资委”）。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在中登公司完成回购股票的注销事宜，

公司股本由 373,845,506 股减少至 369,172,062 股，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369,172,062 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539,900 股后的 368,632,162 股。因公司股本发生变化，上述协议涉及的比例相应变

更为：正业实业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正业科技 79,442,170 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1.52%，占公司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21.55%）

转让给合盛投资；同时，正业实业拟将其持有的正业科技 30,682,983 股股份（占公

司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8.32%）于委托期限内无条件、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全

部委托给合盛投资行使。若本次交易完成，合盛投资将实际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数

量 110,125,153 股（占公司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29.87%）对应的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

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关于完成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以及相关公

告。 

2021 年 7月 6日，景德镇市国资委出具《关于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协议受让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景国资发〔2021〕

34 号）。根据上述批复文件，景德镇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合盛投资协议受让正业实业

持有的正业科技 21.52% 股份，接受正业实业持有的正业科技 8.32%股份表决权委托

（前述比例均为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和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最终获得正

业科技控制权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



让部分股份已获景德镇市国资委批复同意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9）。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

三方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2021 年 8月 17日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涉及仲裁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3）、2021 年 8月 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涉及法院执行暨签署<股份协

议转让三方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2021 年 9月 4日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93）、《关于控股股东涉及仲裁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关于控股股东涉及法院执行暨签

署<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5），2021

年 9 月 15 日披露了《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暨签署<股

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更正公告》（公告编

号：2021-097），2021 年 9月 2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8）。2021 年 11 月 5 日披露了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

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涉及仲裁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7）、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涉及法院执行暨签署<股份协议转让三

方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8）。2021 年 11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 

三、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日收到楚联科技的通知，其协议转让给合盛投资的部分

公司股份已完成第二批 34,580,710 股的交割，并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在中登公司

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

股，过户日期为 2021 年 11月 25日。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前后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比例（%） 



楚联科技 115,658,514 31.33 81,077,804 21.96 

合盛投资 44,861,460 12.15 79,442,170 21.52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以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股份协议转让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楚联

科技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两次进行将其持有的正业科技 79,442,170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1.52%，占公司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21.55%）

转让给合盛投资。本次交易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合盛投资名下之日起，楚联科技将

其持有的正业科技 30,682,983 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8.32%）

于委托期限内无条件、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全部委托给合盛投资行使。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交易双方的持股及表决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

比例（%） 

享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

当前有

表决权

股份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

比例（%） 

享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

当前有

表决权

股份比

例（%） 

楚联

科技 
115,658,514 31.33 115,658,514 31.38 81,077,804 21.96 50,394,821 13.67 

合盛

投资 
44,861,460 12.15 44,861,460 12.17 79,442,170 21.52 110,125,153 29.87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 539,900 股，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故计算表决权基数时将

上述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扣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总股本 369,172,062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539,900股后的 368,632,162

股。本公告数值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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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合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79,442,170 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比例为 21.52%，享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 110,125,153 股，占公司当前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比例的 29.87%，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合盛投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景

德镇市国资委。 

五、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梧桐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邓景扬 

注册资本：200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土地一级开发；土石方工程；道路、供水、供气、管网、绿化、土

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资产收

购；资产处置；资产托管；实业投资；资本运营；企业重组策划及代理；对外担保

（不含融资性担保），建筑陶瓷制品、特种陶瓷制品、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

建筑用钢筋产品、水泥制品、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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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际控制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合盛投资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收购人

的主体资格。 

六、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2、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应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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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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