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2-047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续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通热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一波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已超过 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赵一波先生通知，获悉赵一波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续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续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续

期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原延期

购回到

期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赵一波 是 3,780,000 6.60% 1.86% 否 否 

2019 年

9 月 24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9 月 21

日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投资 

合计 - 3,780,000 6.60% 1.86%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续

期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续

期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赵一波 57,265,346 28.24% 47,079,283 47,079,283 82.21% 23.21% 0 0.00% 0 0.00% 

合计 57,265,346 28.24% 47,079,283 47,079,283 82.21% 23.21% 0 0.00% 0 0.0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续期是股东个人资金需求，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相关需求。 



  

2、未来半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7,055,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2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41%，对应融资余额为 4,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17,055,000 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2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41%，对应融资余额为 4,000万元；

质押给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24,336,000 股的质押到期日与相关交易的

完成时间相关，不包含在上述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中。 

3、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续期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股份质押续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赵一波，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210103197809******，住所：北

京市丰台区；2017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1 月，任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2）赵一波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间接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80.00 28.24 热力供应、节能技术服务 

2 沈阳罗宾汉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从事旅游、教育等业务的投资 

3 北京锦翔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70.00 旅游管理 

4 爱吉时（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176.50 61.75 教育培训 

（3）赵一波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偿债能力

指标 

1）华通热力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已审计） 

资产总额 194,365.30 206,041.44  

负债总额 116,031.71 142,17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7,637.23 63,276.85  



  

营业收入 63,228.62 100,504.49  

利润总额 17,191.88 2,69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360.38 2,73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642.63 24,049.60  

资产负债率 59.70% 69.00% 

流动比率（倍） 0.79 0.62 

速动比率（倍） 0.75 0.5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9.00% 21.48% 

2）沈阳罗宾汉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54.97 4,758.30 

负债总额 2,051.64 2,051.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03.33 2,707.03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3.70 -62.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0 -6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03 36.16 

资产负债率 43.15% 43.11% 

流动比率（倍） 2.07 2.07 

速动比率（倍） 2.07 2.0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3.42% 2.20% 

3）北京锦翔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6.82 1,369.32 

负债总额 1,020.00 1,020.00 

净资产 346.82 349.32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50 -3.66 

净利润 -2.50 -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0 -352.01 



  

资产负债率 74.63% 74.49% 

流动比率（倍） 1.34 1.34 

速动比率（倍） 1.34 1.3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30% 1.50% 

4）爱吉时（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48.34 4,660.53 

负债总额 3,323.14 4,113.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25.20 547.10 

营业收入 263.32 1,119.31 

利润总额 -21.59 -249.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59 -24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04 -19.59 

资产负债率 86.35% 88.26% 

流动比率（倍） 0.55 0.64 

速动比率（倍） 0.55 0.6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35% 2.34%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比例质押股份的主要原因是个人

资金需求和质押担保，质押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

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将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

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备查文件 

1、证明此次股份质押续期的书面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