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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

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生物”）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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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天康生物、上市公司 指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00.SZ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邦鸿

康 
指 新疆天邦鸿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本报告书 指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从而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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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天邦鸿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河南东路 244 号

美特花园 10栋 6 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海滨 

5、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7日 

6、注册资本：5,462.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81779917Y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出资人名称 实缴出资比例 类别 

黄海滨 1.8308%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焰 13.9509% 有限合伙人 

成辉 10.9850% 有限合伙人 

杨泽雷、张勇、刘飞、赵海源、秦世杰、付智财、

许衡、刘小飞、季玉良、车新辉、刘宏海、王军、

朱文涛、张万驹、郑东生、任民、郭运江、李长

江、罗晓文、周逸群、潘毅平、李天生、刘淑梅、

刘虎、吴铭齐、马永红、陈红兴、赵钦、贺笋、

彭海、李俊明、禚梅、李天增、耿立新、刘宏杰、

王耀东、蒋粒薪、王朝晖、黄雅璇、黄炯 

每人持有比例：

1.830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 - 

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的

任职情况 

黄海滨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中国 否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https://www.qcc.com/pl/pebbdd348aec9260774a44bc6c869526.html
https://www.qcc.com/pl/p8acfe3bf8ca522c7957cb23463bf9e3.html
https://www.qcc.com/pl/pra55cfea630632bcba0303b037d7770.html
https://www.qcc.com/pl/pr469b9867d1a498043e2f5d2e06edd0.html
https://www.qcc.com/pl/p94b9625d33239f84c128b8988b03464.html
https://www.qcc.com/pl/pe2f4a9f4af662e3545ebde1cf82051a.html
https://www.qcc.com/pl/p30bfe08897eade1096f4e288231756a.html
https://www.qcc.com/pl/pe7b48f2d8fe8848d6c9cdf37cf57c14.html
https://www.qcc.com/pl/pe7b48f2d8fe8848d6c9cdf37cf57c14.html
https://www.qcc.com/pl/pr3f4bb8ed90f5ab8457c213e46f733f.html
https://www.qcc.com/pl/p84024ff41cc4fa646ef9b81b6b146a8.html
https://www.qcc.com/pl/p94d6db37d45871f628ccbc06492d9d4.html
https://www.qcc.com/pl/p8726b0e4026b78d7786e6ec0ac59f39.html
https://www.qcc.com/pl/pe9342d224d3898d6cbef73e05aeb7e6.html
https://www.qcc.com/pl/pr144f486b21527b015c4015e28600d0.html
https://www.qcc.com/pl/pred480b899641209f294057c303be74.html
https://www.qcc.com/pl/pb5cdd0b1c0f5eacc03b84051b84b0f4.html
https://www.qcc.com/pl/p057e867a68d836924317abef08aed10.html
https://www.qcc.com/pl/prc41f00ac4aa97007f3ada99edc9fb4.html
https://www.qcc.com/pl/pr9733916d5733b56ab8304defb31dc8.html
https://www.qcc.com/pl/p1dea5509d9effd66bb27ea3cb8fc49b.html
https://www.qcc.com/pl/pr1455ff4b6f4e9f1c533a9d4e6cf35d.html
https://www.qcc.com/pl/pr3afbca1e819da5eb6b95c209bf210d.html
https://www.qcc.com/pl/p633073b694d0beac8475217cd3eb8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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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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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康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1 号）批准，上市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77,449,664股，总股本从 1,076,336,641股（总

股本基准日为 2021 年 12月 6日，下同）增加至 1,353,786,305 股，导致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 5.81%被动减少至 4.6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持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天邦鸿康不排除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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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益

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益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邦鸿康 

持有股份 62,580,733 5.81% 62,580,733 4.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2,580,733 5.81% 62,580,733 4.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本次权益变动标的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天康生物股份不存在质押、冻

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天康生物股份比例从 5.81%变为

4.62%，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述权益变动不会使天康生物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天康生物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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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

内不存在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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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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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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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天邦鸿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海滨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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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

南路 528 号天康企业大

厦  

股票简称  天康生物  股票代码  0021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天邦鸿康创业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新市区 )

河南东路 244 号美特花

园 10 栋 6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比例被动

稀释√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   62,580,733 股    

持股比例：      5.8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A 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      0 股        

变动比例：     1.19%        

变动后持股数量：   62,580,733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4.62%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     12 月 24 日        

方式：  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由 5.81%被动减少至 4.62%。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或减持  

是□     否□      不排除√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会增加或继续减少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的可能性。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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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此页无正文，为《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天邦鸿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海滨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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