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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3                  股票简称：浙数文化             编号：临 2021-071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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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将注销已回购股份 36,193,430 股，使公司总股本

由 1,301,923,953 股变更为 1,265,730,523 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将由 47.82%提高至 49.18%。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拟按相关规定注销已回购股份 36,193,430 股，目前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递交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相关申请，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后续公司将依法依规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等工作。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临 2021-070《浙数文化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实施公告》。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301,923,953股变更为1,265,730,523股，

公司控股股东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报控股”）及一致行动

人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将由 47.82%提高至 49.18%。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1、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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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2922012L 

法定代表人： 唐中祥 

注册资本： 40,7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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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咨询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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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2 年 08 月 20 日 

经营期限： 2002 年 08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2、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浙报新闻大楼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3807602U 

法定代表人： 曾伟娇 

注册资本： 7,2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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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期限： 2001 年 11 月 26 日至 2051 年 11 月 25 日 

 

（二）回购股份注销基本情况 

1、回购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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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7 日及 7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回购股份方案，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拟为不超

过 13.74 元/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回购股份的

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临 2018-052 

《浙数文化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临 2018-063《浙数

文化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期间，公司完成回购股份事项，已实

际回购公司股份 36,193,4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回购最高价格 8.88 元/

股，回购最低价格 7.45 元/股，回购均价 8.50 元/股，使用资金总额 30,766.27 万

元。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无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

案完成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临 2019-001《浙数文化关于股份回

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2、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和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

注销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按照《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拟注销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36,193,430 股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2.78%。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1,301,923,953 元变更为

1,265,730,523 元，公司将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并在相应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后就前述事项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临 2021-054

《浙数文化关于拟注销已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55《浙数文化关于

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提示性公告》和临 2021-060《浙数文化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因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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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临 2021-061《浙数文化关于注销

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公司未收

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将注销已回购股份 36,193,430 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301,923,953

股变更为 1,265,730,523 股，浙报控股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将由 47.82%提

高至 49.1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回购股份注销前 回购股份注销后 变动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浙报传媒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614,504,613 47.20 614,504,613 48.55 1.35 

浙江新干线传媒

投资有限公司 
8,015,951 0.62 8,015,951 0.63 0.01 

合计 622,520,564 47.82 622,520,564 49.18 1.36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