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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2-4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暨提前终止减持计

划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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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或“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披露了《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99），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装集团”）及一致行动人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安”）、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南方资产”）计划在上述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35,352,249 股（即不超过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总股本的 1.78%）。如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

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6）。 

2022 年 6 月 28 日，兵装集团、中国长安、南方资产向公司出具了《股份减持

进度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已超过 1%，

同时根据自身资金安排情况，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 

减持股份来源 

兵装

集团 

集中竞

价交易 

2022 年 6 月 13 日 16.91 10,399,964 0.10 中国长安无偿划转

的无限售流通股 2022 年 6 月 28 日 20.30 41,850,000 0.42 

南方

资产 

集中竞

价交易 

2022 年 1 月 21 日

-2022 年 3 月 15 日 
12.74 87,945,000 0.89 

兵装集团无偿划转

的无限售流通股 

中国

长安 
未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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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减持股数已根据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减持价

格未调整。 

2．减持价格区间：兵装集团减持价格区间为 16.81 元/股-20.35 元/股，南方资

产减持价格区间为 10.84 元/股-13.88 元/股，中国长安未减持股份。 

3．从上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南方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

比例为 3.38%。 

二、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致行动人）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 号西院科研楼南楼 3 层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 号院 3 号科研办公楼 6 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股票简称 长安汽车 股票代码 000625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已根据公司 2021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情况

作相应调整） 

减持比例（%） 

A 股 140,194,964 1.41 

A 股 - 被动稀释 0.09% 

合  计 140,194,964 1.5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2021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授予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加 16,725,200 股，导致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被动稀释

比例为 0.09%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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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按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

司总股本 7,615,428,202 股

计算）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按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

司总股本 9,921,799,422

股计算）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兵装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1,125,382,399 14.78 1,410,747,155 14.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1,512,119 14.73 1,405,715,791 14.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70,280 0.05 5,031,364 0.05 

南方资产 

合计持有股份 457,067,890 6.00 506,243,257 5.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5,385,647 2.56 166,056,341 1.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1,682,243 3.44 340,186,916 3.43 

中国长安 

合计持有股份 1,371,607,803 18.01 1,783,090,143 17.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0,766,681 16.29 1,612,996,685 16.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841,122 1.72 170,093,458 1.71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954,058,092 38.79 3,700,080,555  37.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57,664,447 33.58 3,184,768,817  32.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6,393,645 5.21 515,311,738  5.19  

注：兵装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还包括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南方工业国际控股（香港）有

限公司，截至目前，兵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40.17%。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

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99）。本

次权益变动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目前该

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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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

例。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事项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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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上述股份减持与预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由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提前终止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兵装集团、中国长安、南方资产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度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