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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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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及股东陆卫东与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无锡交通集团”）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1）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 8,540,066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4636%）转让给无锡交通集团控制的主体无锡炬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无锡炬航”）；（2）中设创投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陈凤军将其

在合伙企业中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无锡国晟，并变更无锡国晟为新的普通合伙人

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国晟控制中设创投所持 8,746,824 股公司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5.5958%）；（3）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拟将其持有的剩余 10,895,85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6.9707%）的表决权委托给无锡交通集团；（4）同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解

除（以上合称“本次交易”）。 

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无锡交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3,439,95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8.5983%，本次交易完成后，无锡交通集团将拥有 41,622,692 股公司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28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变

更为无锡交通集团。 

3、通过本次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国有资本，有助于不断优化公司的

股权架构和治理结构，为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布局提供支持，为公司健康稳定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公司与股东优势资源的协同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

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综合竞争实力，更好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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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创造价值。 

4、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继续保持核心管理团队的

稳定性，保证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平稳过渡。 

5、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批复，履行经营

者集中申报并取得反垄断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或不予禁止的决定或同意文件，还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及股

东陆卫东与无锡交通集团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就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中

设创投合伙份额转让、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同日，

相关主体签署了具体交易协议： 

（1）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及陆卫东与无锡交通集团控制的主

体无锡炬航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陆

卫东将所持有的公司合计 8,540,0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4636%）转让给无

锡炬航，转让价格为 12.43 元/股。 

（2）中设创投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陈凤军将其在合伙企业中全部财

产份额转让给无锡国晟，并变更无锡国晟为新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国晟控制中设创投所持 8,746,824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5958%）。同

日，陈凤军与无锡国晟签署《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向无锡国晟转让其在中设创

投全部份额 148 万（占合伙企业总份额 21.5426%）。  

（3）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与无锡交通集团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约

定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将股份转让完成后剩余持有的公司合计 10,895,850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6.9707%）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无锡交通集

团行使，委托期限自《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交割日起至乙方委托方不

再持有目标公司股份之日止。 

（4）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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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解

除。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1 陈凤军 男 中国 3205021963******** 无锡市南长区**** 

2 廖芳龄 女 中国 3202021962******** 无锡市滨湖区**** 

3 周晓慧 女 中国 3202031965******** 无锡市滨湖区**** 

4 袁益军 男 中国 3201021972******** 无锡市南长区**** 

5 陆卫东 男 中国 3205201975******** 无锡市南长区**** 

（二）受让方/受托方 

1、无锡交通集团 

公司名称：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人民西路 109 号 

法定代表人：刘玉海 

成立时间： 2001 年 12 月 7 日 

注册资本：574,546 万元 

经营范围：受托经营、管理市级交通国有资产，进行国有资产的收益管理和

经营；对市级交通集体资产进行托管经营；从事交通运输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从

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资产经营管理；国内贸易；资产租赁；房地产开发、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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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无锡市人民政府持股 100%。 

2、无锡国晟 

公司名称：无锡国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599—5（1 号楼）四楼 401-71 室 

授权代表：陈默 

成立时间：2022 年 4 月 14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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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无锡通汇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无锡交通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无锡交通集团通过持有无锡通汇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间接控制无锡国晟。 

3、无锡炬航 

公司名称：无锡炬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599-5（1 号楼）四楼 401-9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国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默）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2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无锡国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通汇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有限合伙人 

与无锡交通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无锡交通集团通过持有无锡通汇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间接控制无锡国晟，从而间接控制无锡炬航。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相关主体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

（股） 

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股） 

直接持股比

例 

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 

1 陈凤军 23,733,504 

46,510,968 

15.1837% 

29.7557% 

2 中设创投 8,746,824 5.5958% 

3 廖芳龄 7,511,808 4.8057% 

4 周晓慧 5,448,048 3.4854% 

5 袁益军 1,070,784 0.6850% 

6 陆卫东 3,608,064 3,608,064 2.3083% 2.3083% 

6 无锡交通集团 13,439,952 13,439,952 8.5983% 8.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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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后，相关主体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

（股） 

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股） 

直接持股比

例 

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 

1 无锡交通集团 13,439,952 

41,622,692 

8.5983% 

26.6284% 2 无锡炬航 8,540,066 5.4636% 

3 中设创投 8,746,824 5.5958% 

4 陈凤军 19,230,244 19,230,244 12.3027% 12.3027% 

5 廖芳龄 5,793,426 0 3.7064% 0 

6 周晓慧 4,159,836 0 2.6613% 0 

7 袁益军 942,588 0 0.6030% 0 

8 陆卫东 2,706,048 2,706,048 1.7312% 1.7312%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无锡交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控制公司 41,622,692 股股

份的表决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284%。本次交易完成后，无锡交通集团将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五、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

意向等承诺。 

1、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且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证券代码：002883                    证券简称：中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0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前 5 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

减持原因、减持数量、减持方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将减持股份所得

收益归公司所有。 

3、陆卫东、袁益军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且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

日起十八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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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将提前 5 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

持原因、减持数量、减持方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将减持股份所得

收益归公司所有。 

（二）本次交易所涉股东股份减持情况测算 

股东 

年初持股数量

持股数(复权

后) 

期间减持数

（复权后） 

本次交易转

让股份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 

剩余股份

数量 
剩余比例 

当年减持

比例 

陈凤军直接

持股 
23,733,504 0 4,503,260 

19,230,244 75.0001% 24.9999% 

陈凤军中设

创投间接持

股 

1,906,784 0 N/A 

陈凤军直接

及间接持股 
2,5640,288 0 N/A 

廖芳龄 7,724,568 212,760 1,718,382 5,793,426 75.0000% 25.0000% 

周晓慧 5,546,448 98,400 1,288,212 4,159,836 75.0000% 25.0000% 

袁益军 1,256,784 186,000 128,196 942,588 75.0000% 25.0000% 

陆卫东 3,608,064 0 902,016 2,706,048 75.0000% 25.0000% 

（三）截至本公告日，陈凤军、廖芳龄、周晓慧、袁益军和陆卫东均严格履

行了其关于股份锁定等相关事项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股东亦不违反相关

规定和承诺。 

六、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批复，履行经

营者集中申报并取得反垄断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或不予禁止的决定或同意文件，还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证券代码：002883                    证券简称：中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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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将根据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