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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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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公

司”）股东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电力”）履行此前披露的

减持计划，持股比例从 5.53%减少至 4.53%，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2 年 4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国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皖能电力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

超过 178,690,204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80%。其中，安徽国控

集团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以大宗交易形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 万股，详见《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8）。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皖能电力《关于减持华安证券股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皖能电力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6,976,61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00%，皖能电力持股比例从 5.53%降至 4.53%。现将有关权益

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1.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明 

注册资本 226,686.333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40000148949589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

水力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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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管理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

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碳减排、

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人

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工业互联

网数据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 号 

邮政编码 230001 

联系电话 0551-62225811 

主要股东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4.93%） 

 

2.一致行动人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华山路 808 号徽盐世纪广场 A 座 



法定代表人 张国元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40000711778783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负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及相关业务；国有股权持有、投资

及运营；资产管理及债权债务重组;企业重组及产业并购组

合；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重大经济

建设项目投融资；产业、金融、资本运作等研究咨询;财富管

理;建筑设计与施工；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

经审批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项目运作;经批准的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活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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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9-21 至 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华山路 808号徽盐世纪广场 A座 

邮政编码 230092 

联系电话 0551—62853087 

主要股东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一致行动人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翔 

注册资本 437,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40000148941608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

流、服务，商务信息、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



条件评审。 

经营期限 1990-04-09 至 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 号 

邮政编码 230001 

联系电话 0551—62225942 

主要股东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一致行动人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20 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区内

11 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 徐义明 

注册资本 40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40100MA2NB22T7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企业并购重

组、项目融资、受托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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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1 至 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20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区 

邮政编码 230001 

联系电话 0551-65338697 

主要股东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安徽省皖能股

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2年 6月 8日

~2022年 6月 24

日 

4.53 46,976,611 1.00% 

合计 - - - 46,976,611 1.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

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安徽省国有资

本运营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181,727,143 25.16% 1,131,727,143 24.09% 

安徽省皖能股

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60,000,000 5.53% 213,023,389 4.53% 

安徽交控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75,666,812 3.74% 175,666,812 3.74% 

安徽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25,476,294 2.67% 125,476,294 2.67% 

备注： 



1.安徽国控集团于 2022年 6月 16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 万股，具体减

持情况详见《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达到 1%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

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皖能电力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

容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4.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皖能电力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减持计

划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发布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督

促股东遵守减持有关规定，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