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红豆股份                        股票代码：600400 

序号 类型 姓名 住所 通讯地址 

1 
信息披露

义务人 

红豆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兴港路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周海江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锡港东路 

3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周耀庭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运河北路*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运河北路 

4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周海燕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昇平

巷*号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昇平

巷 

5 
信息披露

义务人 
顾萃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陈墅村河北*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陈墅村河北 

6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刘连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

街*号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红豆

投资有限公司 

7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周鸣江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村冯巷上*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村冯巷上 

8 
信息披露

义务人 
龚新度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村唐家塘*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村唐家塘 

9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戴敏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勤新村彭庄里*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勤新村彭庄里 

10 
信息披露

义务人 
王竹倩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锡港东路 

11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喻琼林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锡港东路 

12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冯振标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勤新村彭庄里*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勤新村彭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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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信息披露

义务人 
顾晓红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三联村徐家巷*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三联村徐家巷 

14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无锡红豆

杉庄会议

中心有限

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紫杉路 1 号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紫杉路 1 号 

15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农银无锡

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

（有限合

伙） 

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16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温州启元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代表“启

元领航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

街道市府路 168 号合众大

厦 902 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

街道市府路 168 号合众大

厦 902 室 

17 
信息披露

义务人 

上海宽投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代表“宽

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

证券投资

基金”） 

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 110

弄 15 号 209-20 室 

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 110

弄 15 号 209-20 室 

 

股份变动性质：因股权激励增发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等原因

所致持股比例累计下降超过 5%。 

 

签署日期：二零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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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编制。 

二、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

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周鸣江、龚新度、戴敏君、王竹倩、

喻琼林、冯振标、顾晓红、无锡红豆杉庄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杉

庄”）、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农银股权基金”）、

启元领航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启元领航1号”）、宽投天王星2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宽投天王星26号”）。鉴于红豆集团的实际控

制人为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合计持有红豆集团82.58%的股

权，其中：周海江、周海燕为周耀庭子女，刘连红为周海江配偶，顾萃为周海燕

配偶。周鸣江为周耀庭之子。戴敏君为红豆集团董事，冯振标为戴敏君配偶。王

竹倩、顾晓红为红豆集团监事，喻琼林为王竹倩配偶。红豆杉庄为红豆集团控股

子公司。农银股权基金于2015年4月27日与红豆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启元领航1号于2022年1月7日与周海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宽投天王星26

号于2022年2月28日与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及周耀庭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顾建清为红豆集团已辞任监事。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

益变动前，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周鸣

江、龚新度、戴敏君、王竹倩、顾建清、喻琼林、冯振标、顾晓红、红豆杉庄、

农银股权基金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周海江、

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周鸣江、龚新度、戴敏君、王竹倩、喻琼林、

冯振标、顾晓红、红豆杉庄、农银股权基金、启元领航1号、宽投天王星26号构

成一致行动人。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周鸣江、龚新度、戴

敏君、王竹倩、喻琼林、冯振标、顾晓红、红豆杉庄、农银股权基金、温州启元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启元领航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宽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宽投天王星2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书面委托红豆集

团及其有权代表人签署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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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在红豆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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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红豆集团 指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

连红、周鸣江、龚新度、戴敏君、王竹倩、喻琼林、冯振

标、顾晓红、无锡红豆杉庄会议中心有限公司、农银无锡

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代表“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

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红豆杉庄 指 无锡红豆杉庄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农银股权基金 指 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启元领航 1 号 指 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宽投天王星 26 号 指 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文智投资 指 无锡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红豆股份/上市公司 指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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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简介 

（一）红豆集团 

公司名称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海江 

注册资本 155,061.50万元 

公司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兴港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52500830484 

成立时间 1992年6月13日 

经营期限 自1992年6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

除外）；服装、针纺织品、鞋帽、皮革、毛皮制品的制造、设计、

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服务（不含代理记账）；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红豆杉盆景、苗木的种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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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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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集团的股东为周海江等27名自然人，实际控制人为周海江、

周耀庭、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合计持有红豆集团82.58%的

股权。其中周海江持股40.63%，周耀庭持股37.40%，周海燕持

股1.89%，顾萃持股1.21%，刘连红持股1.45%。 

（二）周海江 

姓名 周海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66********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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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耀庭 

姓名 周耀庭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43********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运河北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运河北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四）周海燕 

姓名 周海燕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72********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昇平巷*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昇平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五）顾萃 

姓名 顾萃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69********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陈墅村河北*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陈墅村河北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六）刘连红 

姓名 刘连红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66********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号 

通讯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红豆投资有限公司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8 

（七）周鸣江 

姓名 周鸣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2021967********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村冯巷上*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村冯巷上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八）龚新度 

姓名 龚新度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55********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村唐家塘*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村唐家塘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九）戴敏君 

姓名 戴敏君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66********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勤新村彭庄里*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勤新村彭庄里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十）王竹倩 

姓名 王竹倩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3101101972********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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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喻琼林 

姓名 喻琼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4323221970********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十二）冯振标 

姓名 冯振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67********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勤新村彭庄里*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勤新村彭庄里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十三）顾晓红 

姓名 顾晓红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69********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三联村徐家巷*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三联村徐家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十四）无锡红豆杉庄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无锡红豆杉庄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叶丹 

注册资本 12,480万元 

公司住所 锡山区东港镇紫杉路1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5583780845F 

成立时间 2011年10月20日 

经营期限 自2011年10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锡山区东港镇紫杉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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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服务，酒店

管理服务；卷烟（含雪茄烟）的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中

餐、西餐制售（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住宿服

务；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

冻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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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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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

危险性体育运动）；健身休闲活动；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停车场服务；棋牌室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洗烫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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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杉庄的股东为红豆集团和江苏红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中

红豆集团直接持有红豆杉庄80.13%股权。 

（十五）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农银国联无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5855947046 

成立时间 2011年11月15日 

合伙期限 自2011年11月15日至2021年11月14日 

通讯地址 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为所投资的企业提供管理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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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结构 

农银股权基金的合伙人为自然人孙丁丁和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法人，基金管理人为农银国联无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十六）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 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开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市府路168号合众大厦902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2323471026M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2日 

经营期限 自2014年12月2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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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市府路168号合众大厦902室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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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潘曼莉和胡开，其中潘曼莉

持股72.7%。 

 

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启元领航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SQ421 

备案时间 2021年9月30日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所有人 周海江持有启元领航1号100%份额 

（十七）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公司名称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宓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110弄15号209-20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243110247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8日 

经营期限 自2014年12月8日至2034年12月7日 

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110弄15号209-20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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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钱成、胡辉和严宓，其中钱

成持股77.78%。 

 

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宽投天王星2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SG289 

备案时间 2021年7月28日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所有人 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及周耀庭合计持有宽投天王星26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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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红豆集团的股东为周海江等27名自然人，其实际控制人为周海江、周耀庭、

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合计持有红豆集团82.58%的股权，其中：周海江、周海

燕为周耀庭子女，刘连红为周海江配偶，顾萃为周海燕配偶。综上所述，红豆集

团、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刘连红、顾萃构成一致行动人。周鸣江为周耀庭

之子，戴敏君为红豆集团董事，冯振标为戴敏君配偶，王竹倩、顾晓红为红豆集

团监事，喻琼林为王竹倩配偶，红豆杉庄为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农银股权基金

于2015年4月27日与红豆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启元领航1号于2022年1

月7日与周海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宽投天王星26号于2022年2月28日与周

海燕、顾萃、刘连红及周耀庭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亦构成一致行动人。顾

建清为红豆集团已辞任监事，本次权益变动前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豆集团设有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1 周海江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无锡 无 

2 周海燕 无 女 
董事兼总经

理 
中国 无锡 无 

3 龚新度 无 男 董事 中国 无锡 无 

4 戴敏君 无 女 董事 中国 无锡 无 

5 刘连红 无 女 董事 中国 无锡 无 

6 陈坚刚 无 男 董事 中国 无锡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豆杉庄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1 蒋叶丹 无 女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中国 无锡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农银股权基金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1 董炜 无 男 

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

表 

中国 苏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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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1 胡开 无 男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中国 温州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1 严宓 无 女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对红豆股份的持股比例超过5%之外，红豆集团持

有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1500.SH）50.34%股份。除此之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5%以上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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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增发股份、红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红豆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导致红豆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累计下降8.3286%。 

（二）红豆集团于2022年9月16日与文智投资签署了《无锡文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上市公司13,8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

文智投资，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9921%。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红豆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由1,618,857,962股变更为1,480,857,962股，持股比

例下降5.9921%，触发本次权益变动及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上披露了《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红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宽投天王星26号、周鸣江、龚新度

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其中宽投天王星

26号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4,0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目前股份总数

的0.61%；周鸣江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7,541,721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目

前股份总数的0.33%；龚新度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87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0.04%。上述减持计划自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实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红豆集团协议转让股份及上述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计

划外，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

划，红豆集团及其他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若未

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增减持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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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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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红豆股份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红豆股份普通股股份

1,664,204,376股，占当时红豆股份总股本的72.6292%；本次权益变动后，红豆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红豆股份普通股股份1,480,857,962股，占目前红豆股

份总股本的64.300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股权激励增发股份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相

关议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公司于2022年2月28日办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11,65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其中向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长戴敏君授予限

制性股票2,30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291,371,852

股变更为2,303,021,852股，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由1,664,204,376

股变更为1,666,504,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3616%，持股比例下降0.2676%。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 

1、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周海江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于2022年1月7日

将持有的56,000,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启元领航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并在股份转让前与启元领航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增加其为一致行动人。本次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后，红豆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不变。 

2、顾建清于2022年2月28日辞任红豆集团监事，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不再认定为红豆集团一致行动人。本次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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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由1,666,504,376股变更为1,665,230,78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2.3063%，持股比例下降0.0553%。 

3、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及周耀庭因家庭资产规

划需要，于2022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8日将持有的24,422,546股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宽投天王星2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并在股份转让

前与宽投天王星2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增加其为一致

行动人。本次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后，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不变。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2年 6月 28日～

2022 年 8 月 30 日 
无限售流通股 46,017,000 1.9981 

王竹倩 集中竞价 
2022年 6月 29日～

2022 年 7 月 1 日 
无限售流通股 200,000 0.0087 

无锡红豆杉庄会议

中心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2 年 6 月 29 日 无限售流通股 1,820 0.0001 

喻琼林 集中竞价 2022 年 6 月 30 日 无限售流通股 154,000 0.0067 

合计 - - - 46,372,820 2.0136 

（四）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 

红豆集团于2022年9月16日与文智投资签署了《无锡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上市公司138,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文智

投资，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9921%。本次协议转让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无锡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股份转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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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甲方持有的红豆股份

5.9921%股份，对应股份数13,800万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2）本次股份转让的整体方案为：甲方将其持有的红豆股份5.9921%股份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2、股份转让的价格及付款方式 

（1）本次股份每股转让价格按照协议签署日股票收盘价的90%确定，即4.662

元/股。 

（2）该等股份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在本协议生效后2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

让价款的70%；同时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股份交割程序（包括但不

限于甲乙双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协议转让相关材料、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等相关材料，办理

全部股份过户登记等），标的股份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2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剩余30%股份转让款。 

3、承诺和保证 

（1）本协议双方均完全有资格、权利及有效授权作为协议一方签订本协议，

且本协议条款构成双方的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并可执行的义务及责任。 

在签订本协议时，甲方对其所转让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拥有完全、有

效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其所转让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亦不会受到任何第

三方的追索。甲方因违反该项承诺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就该等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2）本协议双方应提供办理股份转让手续的所需资料，并保证该等资料是

完整、充分、真实的。 

（3）本协议双方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不会与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及/或其作为一方的其他合同、协议相违

背或抵触。 

（4）本协议双方将不与他人协商或签订与本协议的目的相冲突、或包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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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限制本协议目的实现的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5）本协议双方将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以办理及/或签订本次交易的一切

相关手续及/或文件。 

4、税费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甲乙双方因本次股份转让

事宜各自产生的税费，按国家税法规定由甲乙双方自行承担。 

5、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非因不可抗力，不得部分

履行或迟延履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约定，应赔

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2）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股份变更登记义务，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

他义务或甲方所做的承诺和保证，乙方可选择本协议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协议，并

按股份转让总价款的10%向甲方收取违约金。 

（3）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

务或乙方所作的承诺和保证，甲方可选择本协议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协议。 

6、生效和文本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后签署书面补充协议或备忘录。书面

补充协议或备忘录的生效条件同本协议，且生效后是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 

权益变动前后，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红豆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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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6,725,418 68.3750  1,382,708,418 60.0389 

周海江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063,491 2.5340  2,063,491 0.0896  

周耀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28,440 0.6428  0 0.0000 



20 

周海燕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09,786 0.1357  0 0.0000 

顾萃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4,240 0.0844  0 0.0000 

刘连红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50,080 0.2029  0 0.0000 

周鸣江 无限售条件股份 7,541,721 0.3291 7,541,721 0.3275 

龚新度 无限售条件股份 3,515,604 0.1534  3,515,604 0.1527  

戴敏君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3,624 0.0844 1,933,624 0.084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2,300,000 0.0999 

王竹倩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0,000 0.0183  220,000 0.0096 

顾建清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73,594 0.0556 - - 

喻琼林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4,000 0.0067  0 0.0000 

冯振标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04 0.0005  11,704 0.0005  

顾晓红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0,854 0.0061  140,854 0.0061  

无锡红豆杉

庄会议中心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20 0.0001  0 0.0000 

农银无锡股

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56,000,000 2.4316  

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24,422,546 1.0605 

合计 1,664,204,376 72.6292  1,480,857,962 64.3006 

注： 

1、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数量指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红

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按照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 2,291,371,852 股为

基数计算。 

2、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指本公告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按照目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2,303,021,852 股为基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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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一）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一期，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具体情况请参见红豆

股份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除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已披露的重大交易

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红豆股份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二）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红豆股份未来不存在其他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红豆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红豆集团共质押上市公司股份1,122,363,000股。 

除此之外，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不存在被质押、

冻结等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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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红豆股份交易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王竹倩于2022年6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卖出红豆股份普通股100,000股，

成交最低价5.05元/股，最高价5.08元/股；于2022年7月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卖出

红豆股份普通股100,000股，成交最低价5.28元/股，最高价5.30元/股。 

喻琼林于2022年6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卖出红豆股份普通股154,000股，

成交最低价5.20元/股，最高价5.21元/股。 

红豆杉庄于2022年6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卖出红豆股份普通股1,820股，

成交均价5.04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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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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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及主要负责人成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无锡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红

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4、备查文件置备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红豆

股份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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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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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 

股票简称 红豆股份 股票代码 6004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红豆集团、周海江、周耀庭、

周海燕、顾萃、刘连红、周鸣

江、龚新度、戴敏君、王竹倩、

喻琼林、冯振标、顾晓红、红

豆杉庄、农银股权基金、温州

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上海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代表“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红豆集团：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港下兴港路 

周海江：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周耀庭：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运河北路*号 

周海燕：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

昇平巷*号 

顾萃：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

港镇陈墅村河北*号 

刘连红：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

内大街*号 

周鸣江：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港下村冯巷上*号 

龚新度：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港下村唐家塘*号 

戴敏君：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勤新村彭庄里*号 

王竹倩：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喻琼林：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港下锡港东路*号 

冯振标：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勤新村彭庄里*号 

顾晓红：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东港镇三联村徐家巷*号 

红豆杉庄：江苏省无锡市锡山

区东港镇紫杉路 1 号 

农银股权基金：无锡市金融一

街 8 号 

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启元领航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浙江省温州

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市府路 168

号合众大厦 902 室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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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宽投天王星 2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市虹

口区沽源路 110 弄 15 号 209-20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红豆集团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周海江、周耀庭、周海燕、顾

萃、刘连红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增发股份、红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红豆集团：    持股数量：1566725418 股       持股比例：68.3750% 

周海江：      持股数量：58063491 股         持股比例：2.5340% 

周耀庭：      持股数量：14728440 股         持股比例：0.6428% 

周海燕：      持股数量：3109786 股          持股比例：0.1357% 

顾萃：        持股数量：1934240 股          持股比例：0.0844% 

刘连红：      持股数量：4650080 股          持股比例：0.2029% 

周鸣江：      持股数量：7541721 股          持股比例：0.3291% 

龚新度：      持股数量：3515604 股          持股比例：0.1534% 

戴敏君：      持股数量：1933624 股          持股比例：0.0844% 

王竹倩：      持股数量：420000 股           持股比例：0.0183% 

顾建清：      持股数量：1273594 股          持股比例：0.0556% 

喻琼林：      持股数量：154000 股           持股比例：0.0067% 

冯振标：      持股数量：11704 股            持股比例：0.0005% 

顾晓红：      持股数量：140854 股           持股比例：0.0061% 

红豆杉庄：    持股数量：1820 股             持股比例：0.0001% 

农银股权基金：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指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

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按照当时红

豆股份总股本 2,291,371,852 股为基数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红豆集团：       持股数量：1382708418 股       持股比例：60.0389% 

周海江：         持股数量：2063491 股          持股比例：0.0896% 

周耀庭：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周海燕：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顾萃：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刘连红：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周鸣江：         持股数量：7541721 股          持股比例：0.3275% 

龚新度：         持股数量：3515604 股          持股比例：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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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敏君：         持股数量：4233624 股          持股比例：0.1838% 

王竹倩：         持股数量：220000 股           持股比例：0.0096% 

喻琼林：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冯振标：         持股数量：11704 股            持股比例：0.0005% 

顾晓红：         持股数量：140854 股           持股比例：0.0061% 

红豆杉庄：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农银股权基金：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00% 

启元领航 1 号：   持股数量：56000000 股         持股比例：2.4316% 

宽投天王星 26 号：持股数量：24422546 股         持股比例：1.0605%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指本报告书披露日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按照已回购股份注

销后红豆股份总股本 2,303,021,852 股为基数计算。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或表决权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 年 2 月 28 日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协议转

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方式：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增发股份、红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范围调整、红豆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导致红豆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累计下降超过 5%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内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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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周海江 

签署日期：2022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