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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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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红土医疗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红土医疗”）、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孔雀”）、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红土”）、深圳市坪山区红土创新发

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坪山红土”），合计持有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8,350,000 股，合计持股比例将从 5.36%

减少至 5%。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土医疗、红

土孔雀、广东红土、坪山红土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

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1层 B区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26118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受托管理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

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策划；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经营期限：1999 年 08月 25日至 2049 年 08月 25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深圳红土医疗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401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张键 

注册资本：205,734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CAGX4H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

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

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

理业务)；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经营期限：2018 年 10月 26日至 2025 年 10月 25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高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红土海川创新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鲲鹏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嘉兴顺东五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彬复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省王加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任

君盘古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榕宁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任君盘古伍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共青城任君世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陕西西电高科中低压开

关有限公司 

3．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谭罗新二村 56号安宏基大厦 707 

法定代表人：蒋玉才 

注册资本：25,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601220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奇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

亦丰实业有限公司、孙雪珍、刘晓昕（监护人：陈静）、陈静 

4．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28675(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邵钢 

注册资本：68,4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592171128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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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2012 年 3月 27日至 2024年 3月 26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宝铖投资

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尚锋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

合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深圳市坪山区红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东纵路 147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伟 

注册资本：7,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632485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2015 年 12月 24日至 5000 年 1月 1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坪山区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霍克斯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二）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深创投 大宗交易 2022/5/17-2022/6/6 1,630,000 0.36% 

红土医疗     

红土孔雀     

广东红土     

坪山红土     

合计 1,630,000 0.36% 

注：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及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f37bbffa58c81ff76ac86aefa056e8be.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27437dc88da3296913f8f55ca6f6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4574d644196feed5718c65535c202ad6.html
https://www.qcc.com/firm/8845a41daa84e79bc19c47d8c71b112a.html


股东名

称 

股份性

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按照总股本 405,000,000 股计

算）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按照总股本 567,000,000 股计

算）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创投 

合计持

有股份 
5,425,000 1.34% 5,565,000 0.98%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5,425,000 1.34% 5,565,000 0.9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0 0.00% 0 0.00% 

红土医

疗 

合计持

有股份 
9,625,000 2.38% 13,475,000 2.38%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9,625,000 2.38% 13,475,000 2.3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0 0.00% 0 0.00% 

红土孔

雀 

合计持

有股份 
2,100,000 0.52% 2,940,000 0.52%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2,100,000 0.52% 2,940,000 0.52%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0 0.00%   0.00% 

广东红

土 

合计持

有股份 
3,150,000 0.78% 4,410,000 0.78%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3,150,000 0.78% 4,410,000 0.7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0 0.00% 0 0.00% 

坪山红

土 

合计持

有股份 
1,400,000 0.35% 1,960,000 0.35%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1,400,000 0.35% 1,960,000 0.35%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0 0.00% 0 0.00% 

合计 21,700,000 5.36% 28,350,000  5.00% 

注：1）因上市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份（每 10 股转增 4 股）导致总股本由

405,000,000 股增至 567,000,000 股； 

2）上述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若出现减持比例、减持数量不符的情况，为权益分派转增股份原因造成。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公司于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