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2-087 

转债代码：127048          转债简称：中大转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份减持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超

过 1%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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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因股份减持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超过 1%。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6）。持有公司股份 34,678,8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24.91%）

的股东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本公司股份 3,042,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2.19%）的股东慈溪德立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立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2,028,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1.46%）的股东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德正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 4,170,000 股（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3%）。 

截至 2022年 9月 2日，中大香港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24,200

股，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 50.23%降至 49.22%，具体情况如



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香港 

信息披露义务人 3 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4 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9 月 2 日 

股票简称 中大力德 股票代码 00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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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 股 152.42 1.01 

合 计 152.4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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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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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3,756.87 24.85 3,756.87 24.85 



宁波中大

力德投资

有限公司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756.87 24.85 3,756.87 24.85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中大（香

港）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455.63 22.86 3303.21 21.85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455.63 22.86 3303.21 21.85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慈溪德立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229.2751 1.52 229.2751 1.52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229.2751 1.52 229.2751 1.5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慈溪德正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151.1859 1.00 151.1859 1.00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51.1859 1.00 151.1859 1.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7,592.961 50.23 7440.541 49.22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7,592.961 50.23 7440.541 49.2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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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6），中大香港、德立投资、德正投资计划以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方式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170,00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90,00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80,000 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

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

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

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 

截至 2022 年 9 月 2 日，中大香港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1,524,200 股，减持比例达到 1.01%。本次减持与

之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股份减持计划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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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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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

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