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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2-039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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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另一股东西藏

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所持

公司股份 975,741,2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3%，交易总价为 8,879,245,593.4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转让方 

转让方 1：张家港财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张家港财智） 

转让方 2：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前海远大） 

转让方 3： 西藏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迅杰新科） 

转让方 4：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凤凰财鑫） 

转让方 5： 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凤凰财智） 

（二）受让方 

受让方 1：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江西交投） 

名称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江军 

设立日期 1997 年 10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9,505,051,205.98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600007055116528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全资） 

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服务、经营，

服务区经营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工程施工、机

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批发、代购、现代物流、广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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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经营，道路清障、车辆救援与抢修、停车、货物

装运与仓储服务业务（危化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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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10 月 20 至长期 

主要股东情况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持股 90% 

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 

通讯方式 0791-86243172 

受让方 2：南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南昌金控） 

公司名称 南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芬 

成立日期 2018 年 7 月 3 日 

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25MA380PJK2D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 1266 号南昌富隆城写

字楼-2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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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创业投资；产业投资；资产投资；

金融研究和投资咨询服务；产业园区、创业园区建设运维

与管理（需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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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3 至 2038-07-02 

股东情况 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 1266 号南昌富隆城写

字楼-2001 室 

通讯方式 0791-88108550 

受让方 3：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下称江投资本） 

公司名称 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宏国 

成立日期 2021 年 2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9U8MX6U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 2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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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大厦 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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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项目开发投资；股权管理；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金融、证券、保险、期货业务除外）等经营业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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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0 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 201 号

创新大厦 8 楼 

联系电话 0791-88110218 

受让方 4：江西省财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西财政） 

公司名称 江西省财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敏 

成立日期 2014 年 01 月 02 日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091070652W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祺周欣东杨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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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经营；金融服务项目投资与管理；政府委托的政策性

投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投资开

发；房地产投资开发与经营；宾馆、酒店投资及物业管理；

其他项目的投资与管理。（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

外） 

经营期限 2014-01-02 至 2064-01-01 

股东情况 江西省财政厅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祺周欣东杨路 8 号 

联系电话 0791-88133115 

受让方 5：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西建材） 

公司名称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榕 

成立日期 1997 年 01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40394.09056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014501172J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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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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产权交易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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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01-14 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 

联系电话 0791-88160911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张家港财智、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迅杰新科通过协议转让共减

持公司股份 975,741,2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3%。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股

东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张家港财智 330,157,746 17.06% 0 0 

前海远大 258,384,325 13.35% 0 0 

迅杰新科 210,654,997 10.89% 0 0 

凤凰财鑫 143,546,846 7.42% 0 0 

凤凰财智 32,997,360 1.71% 0 0 

江西交投 0
注 1 0 493,923,394 25.53% 

南昌金控 0 0 133,575,768 6.90% 

江投资本 0
注 2 0 116,080,704 6.00% 

江西财投 0 0 116,080,704 6.00% 

江西建材 0 0 116,080,704 6.00% 

注 1：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赣粤高速）为江西交投控股子

公司，江西交投和赣粤高速为一致行动人，赣粤高速持有公司股份 78,500,05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6%，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西交投和赣粤高速合计持有公司

572,423,4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9%。 

注 2：江投资本为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西省投）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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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西能源）为江西省投控股子公司，江投资本和

江西能源同受江西省投控制，江投资本和江西能源为一致行动人，江西能源持有

公司股份 2,148,8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本次交易完成后，江投资本和

江西能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8,229,5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1%。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交割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江西交投，公司实际控制人将

变更为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持有江西交投 90%的股权，为江西交投的实际控制人。经

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拟将其持有的江西交投 90%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至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江西交

投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

更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江西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目前，该无偿划转尚在办理过程中。 

江西交投股权结构如下：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各方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2、张家港财智、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迅杰新科、江西交投、南

昌金控、江投资本、江西财投、江西建材履行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义务，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 

100% 

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财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 

1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1915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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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