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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有股份在一致行动人 

之间内部协议转让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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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有股份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属于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及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收到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联”）的通知，获悉江西永联近

日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西惠万家农资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惠万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江西永联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2,000 万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江西惠万家，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过户手续，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动情况概述 

1、本次股份变动情况说明 

为增加流动性，优化负债结构，江西永联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2,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给正邦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西惠万家，转让股份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0.63%。因江西惠万家为正邦集团全资子公司，正邦集团与江西惠万家构

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的一致行动关系，故本次股份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变动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2、本次股份变动实施方式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股） 交易方式 转让均价（元/股） 占公司股份比例 

2022.9.29 20,000,000 协议转让 4.99 0.63% 

 

3、本次股份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正邦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94,732,439 21.84% 694,732,439 21.8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390,781,072 12.28% 390,781,072 12.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3,951,367 9.56% 303,951,367 9.56% 

江西永联农

业控股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08,561,129 19.13% 588,561,129 18.5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456,585,446 14.35% 436,585,446 13.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975,683 4.78% 151,975,683 4.78% 

共青城邦鼎

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75,987,841 2.39% 75,987,841 2.3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987,841 2.39% 75,987,841 2.39% 

四川海子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海子

盈祥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合计持有股份 29,945,000 0.94% 29,945,000 0.9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9,945,000 0.94% 29,945,000 0.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江西惠万家

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 - 20,000,000 0.63%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 - 20,000,000 0.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林印孙 

合计持有股份 3,635,203 0.11% 3,635,203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908,801 0.03% 908,801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26,402 0.09% 2,726,402 0.09% 

林峰 

合计持有股份 1,637,673 0.05% 1,637,673 0.05%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409,418 0.01% 409,418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8,255 0.04% 1,228,255 0.04% 

李太平 

合计持有股份 10,000 0.00% 10,00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0,000 0.00% 10,00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 1,414,509,285 44.47% 1,414,509,285 44.47% 

注：正邦集团于2022年9月5日至2022年9月28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126,400

股；江西永联于 2022 年 9 月 5 日至 2022 年 9 月 28 日分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1,389,830 股、11,250,000 股。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惠万家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以东； 

（3）法定代表人：宁中华； 

（4）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674992501J；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国内贸易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鲜肉批发；鲜肉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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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正邦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三、相关股东做出的股份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再融资（2018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本公司作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现作出如下承诺：1、自本次非公开董事会决议日（2018

年 9 月 28 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减持正邦科技股份

的行为，亦无减持正邦科技股票的计划。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正邦

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正邦科

技股份，亦无减持正邦科技股票的计划。3、本公司认购的正邦科技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019 年 1 月

5 日 

2022 年 7

月 11 日 
已履行完毕 

再融资（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 

本次认购的正邦科技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股份上市之日 2021 年 2 月 1

日起的 36 个月内不转让。 

2021 年 2 月

1 日 

2024 年 2

月 1 日 

履行中，未违

反承诺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正邦集团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内部转让股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及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其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变化。 

3、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江西永联出具的《告知函》； 

2、《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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